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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Omicron
世衛
Omicron加加 Delta 恐導疫情海嘯
路透社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
秘書長譚德塞今天表示，他擔心 Omicron 及
Delta 變異株聯手發威，恐導致確診病例如
「海嘯」般激增。
世衛指出，全球 COVID-19（2019 冠狀
病毒疾病）確診數上週增加 11%。Omicron

及 Delta 變異株是 「雙重威脅」，正導致確
診數創新高，住院及死亡人數激增。美國及
法國今天雙雙通報單日確診數創新高。
譚 德 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記者會上指稱： 「我非常擔心，更具傳
染力的 Omicron 變異株，正與 Delta 變異株

同時傳播，將引發病例如海嘯般激增。」
他提及，這將繼續為精疲力竭的醫療人
員帶來重負，衛生體系正處於崩潰邊緣。衛
生體系面臨壓力，不只是因為新增染疫患者
，同時也因為大量醫療人員確診。

要聞 2
星期五

2021年12月31日

A2

Friday, December 31, 2021

迎新辭歲 活著就是勝利和希望
辛丑年仍然在疫情籠罩中漸退場
，
二 O 二二年骤然而來，
這㘯世紀的傷痛仍未退潮。

我見我聞我思

北風以千軍萬馬之勢横掃美中西
部，
頓時夷為平地 ，人們在四地哀嚎
。
萬惡的病毒向世界伸出魔手，
數以百萬計的人倒下去了，
親人至友揮手告別，
他們似等侯在候機室的乘客，
只是他們已先行騰空飞去，
遠邊的天堂和天國在召喚，
摒棄凡塵苦難和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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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土沙礫飛掦的大地，
总是週而復始生生不息。
我們正在對瘟疫對決生死之戰，
科研鬥士日以繼夜埋首在斗室中
，
醫療員工堅守在防疫的第一線，
旭日再次東升。
街坊鄰居的除草馬達聲依舊
病魔欲摧毀地球的努力可能是徒
勞無功。
在遙遠的故土和廣闊的大地，
繼續眾多戰士之拼搏，
活著， 就是勝利和希望。

Living Is Victory And Hope
This is the end of the
year.
We are still fighting with
the pandemic.
This is the pain of the
century.
When the tornado wiped
out our land.
The evil virus attacked
our community.
Millions of people fell
down.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wave goodbye.
Like many passengers
waiting in the airport
lounge.
They are just first to
board the plane.
Went to heaven or a
better plac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re fighting in research
rooms.
Medical groups stick on
the front line.
They all try to save life.

This morning the sun still
is rising from the eastern
end.
Neighbor’s weeding
motor still sounds very
loud.
Life still goes on.
All of us continue the
struggle to survive.
We are fighters on this
earth.
Living is victory and hope.

Today many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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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軍抗俄 烏克蘭擴大女性戰時徵兵範圍 3種人安啦
(本報訊)隨著俄國部署多達 12.2 萬大軍於烏克蘭邊境，烏克
蘭國防部將目光瞄向女性，試圖增加手頭可用之兵；根據 17 日
生效的最新規定，烏克蘭國防部要求 18 歲至 60 歲的女性進行兵
役登記，好在發生重大戰事時能予以徵召。不過，有小孩的女性
、全職學生與研究生，雖然完成兵役登記，但戰時將不予徵召。
「Military.com」27 日引述烏克蘭國防部最新規則，舉凡 18
歲至 60 歲適合服役的女性，且職業種類符合規定者，皆須前往
烏克蘭武裝部隊進行兵役登記。一旦發生重大戰事，擴大的女性
後備役即可成為國家後備部隊的一部分，以專業士兵之姿在各單
位服役。
※尚未動員作戰儲備物資
36 歲的億元尤斯提諾娃(Oleksandra Ustinova)解釋，這與男性
年齡屆滿後就須服役不同；這是戰時徵兵。考慮到目前烏克蘭邊
境部署超過 12.2 萬名大軍，該法規不但合乎邏輯、即時且又明智
。
她強調，這等於向莫斯科傳遞一道強而有力的訊號；也就是
烏克蘭已經準備好抵抗外侮入侵。 「雖然我們維持募兵制；但在
當前的情勢下，盡可能地進行軍事教育，使能持槍服役的人最大
化似乎是最好的決定」。
報導指出，2014 年，俄國入侵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隨
著俄國近日在烏克蘭邊境集結，再度引發人們對俄國於冬季入侵
的擔憂。不過，雖然戰爭危機不斷逼近，烏克蘭迄今尚未動員作
戰儲備物資，包括動員 43 萬名曾參與頓巴斯戰爭的退役戰鬥部
隊。
※符合徵召的範圍變廣
依據先前立法，部分職業的女性已在徵兵之列；但是，在近
日修訂的烏克蘭軍事後備役法律中，大幅擴增需要進行武裝部隊
兵役登記的職業種類範圍。如今，包括圖書管理員、記者、音樂
家、獸醫與心理學家，以及其他多種職業的女性都須完成兵役登
記。

46 歲 的 經 濟 學 家 巴 爾 蘇 克 ((Natalka
Barsuk)認為， 「有鑑於俄國不斷入侵，女性
服兵役完全符合邏輯」。
志願戰鬥軍醫比萊卡也表示， 「將婦女
納入考慮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女性除了能在
戰場服役外，還能協助訓練烏克蘭士兵進行
急救。我對此一向態度積極，甚至 2014 年
我就自願登記兵役。目前唯一的問題是教育
與訓練」。
在烏東戰事開打時，許多烏克蘭婦女自
願參加臨時民兵組織，支援各種戰鬥勤務。
圖為烏克蘭自走砲進行實彈射擊訓練。(圖/
路透社)
※實際動員人數較少
但報導也指出，從年齡來看，一旦戰時
正式動員，實際收到徵集令的女性人數將比
登記人數還要少一些。根據修訂後的新法，
20 至 40 歲的烏克蘭婦女屆時可成為正規士兵，20 至 50 歲則可成
為軍官，部分有小孩的婦女與全職學生、研究生則不在動員之列
。
目前還未宣布登記截止之日。預計接下來的幾周內，烏克蘭
國防部會公布關於登記的更多具體細節。就雇主部分而言，雇主
不得妨礙女性入營服役。
※女性官兵比例已達 22.5%
事實上，自 1993 年以來，烏克蘭武裝部隊一直有女性的身
影在。自 2014 年俄國入侵烏東地區以來，婦女在烏克蘭軍隊中
更發揮關鍵角色；她們扮演步兵、軍醫與狙擊手，在前線服役。
部分女性則負責採購軍事物資與裝備，並將其運往前線，而這往
往是在極端危險的條件下完成。
在烏東戰事開打時，許多烏克蘭婦女自願參加臨時民兵組織

，支援各種戰鬥勤務。她們被稱為 「志願營」，通常由完全沒有
或僅有一點軍事經驗的平民志願人員組成。在這些單位中，女性
與男性一同作戰，忍受著一樣的風險與惡劣的生活條件。
不過，烏克蘭政府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正式承認曾在志願
營中服役者的服役紀錄。2018 年，烏克蘭正規部隊開放女性擔任
戰鬥專長，包括甲車砲手、步兵指揮官與狙擊手。
根據 2020 年統計，當時烏克蘭武裝部隊中高達 3.1 萬名的女
性官兵，占部隊總額的 15.6%。軍方指出，到 2021 年 3 月，此一
數字已達 22.5%。目前烏克藍軍隊約有 900 多名女性擔任指揮職
務；其中，排長約 109 人、連長 12 人。
為表彰女性在前線貢獻，截至 2021 年 3 月為止，烏克蘭軍方
已將 1.3 萬名女性列 「戰鬥員」；其中，257 人因頓巴斯戰爭而獲
獎章，這 257 人中又有 9 人為殉職追授。

美法德英外長通話 中國脅迫立陶宛再成焦點
(本報訊)中國對立陶宛的脅迫持續受到美歐
關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與法國、德國與
英國外長通話，強調在立陶宛面對中國政治施
壓、經濟脅迫升級之際，他們將於立國站在一
起，反對北京行徑。
北京因為立陶宛允許台灣在首都維爾紐斯
設立台灣代表處，對立陶宛祭出一連串外交、
經貿施壓，立陶宛近期對中貿易也遭遇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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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障礙，引發美歐多國關切。
布林肯（Antony Blinken）22 日與歐洲聯盟
（EU）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通話，兩人曾關切中國對立陶宛政治施
壓、經濟脅迫的升級，批評北京作為衝擊美國
與歐洲企業。波瑞爾 27 日也撰文表示中國對立
陶宛的脅迫，對歐中造成負面影響。
布林肯今天與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安

（Jean-Yves Le Drian）、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
克（Annalena Baerbock）與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Liz Truss）通話，北京對立陶宛的脅迫再次成
為討論重點之一。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
）發布的通話摘要，他們在電話中強調，在立
陶宛面臨中國政治施壓、經濟脅迫的升級之際
，他們將與立國站在一起，反對北京行徑。

此外，由於烏克蘭情勢高度緊張，美國總
統拜登（Joe Biden）預計 30 日再度與俄羅斯總
統蒲亭（Vladimir Putin）通話。
在美俄領導人通話前夕，布林肯今天與 3 國
外長通話時也強調，他們將持續協調合作，嚇
阻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任何侵略行徑。他們也
重申會堅定支持烏克蘭的獨立、主權與領土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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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为什么
相信钟南山？
相信钟南山
？

武汉疫情蔓延，牵动着我们每个人
的心。钟南山院士挂帅出征，再度回到
公众视野。
《人民日报》微博这样评价他：
“84 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战
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
武汉疫情蔓延。
一个“过气”老人，也随之重回公
众视野。
2003 年，非典肆虐。
67 岁的他说：把最重的病人送到我
这来。
2020 年，武汉有事。
84 岁的他一边告诉公众“尽量不要
去武汉”，一边自己登上去武汉的高铁
，挂帅出征。
钟南山，一个仿佛永远不会怂的逆
行者。
这两天，一张照片刷屏。
这是钟南山在工作一天后，紧急登
上去武汉的高铁。没有座位，他挤在餐
厅一角，疲惫地睡着了。随后，他频繁
出现在媒体，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该
怎么办。而他说的每句话，人们都信。
在民众眼里，他就代表正直，代表
科学，代表权威。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个医学专家，神奇地拥有了 100%
的可信度。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老百姓为什么信他？
听了下面几个故事，你就懂了。
他的逆行，改写了非典的结局
2003 年，中国出了两个英雄。一个
顶天，一个立地。顶天的是航天英雄杨
利伟。他乘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成
了中国第一个“上天”的人。立地的，
就是医学专家钟南山。他在抗击非典中
战功赫赫，拯救了不知多少生命。
如果没有钟南山，抗击非典的结果
可能要改写。
这句话背后，是个惊险的故事。
2002 年 11 月，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个
非典病例。随后，这个可怕的疾病迅速
在全国传播开来，成千上万人感染，却
无药可医。
你能想象那种局面吗？
一种极易传染的病，得了就可能没
命，但医院毫无办法，用了各种药，都
完全无效。病人一波波涌进医院，医生
护士一批批被传染，但他们都只能无望
地躺在医院里，一天天恶化。
医学专家都在拼命想办法，但前期
，很多专家误入歧途。

北京方面，有权威人士宣称“病原
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并建议使用抗
生素治疗。媒体随后大量报道。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如果照此方案执行，不知非典还要
多带走多少生命。但在当时一团懵的局
面下，大部分人倾向于采纳这个建议。
只有钟南山坚决反对。因为他试过
很多次，抗生素对非典患者根本无效。
于是他顶住压力，多次疾呼：
病原不是衣原体，不能使用抗生素
。
公开挑战权威和同行，这是很“没
情商”的行为。
钟南山后来跟朋友解释：
“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事关病
人的生死，耽误时间，用错了药，就可
能多死几百人。”
这位 67 岁的老人，通过翔实的研究
，最先摸出了非典的基本真相——“是
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
他的坚持，使广东在非典防治中没
有走更多的弯路，广东省 SARS 病死率
全球最低（3.8%）。
而钟南山团队当时提出的行之有效
的救治方法，也成为我国 SARS 诊治指
南的基础，大大提高了非典的治愈率，
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如果不是钟南山的“叛逆”，也许
非典的结局真要改写。
“灾难面前，不能扯淡。”
当然，钟南山的“叛逆”，远不止
那一次。
2003 年 4 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有官员在会上宣称“疫情已
得到有效控制”。
尽管钟南山会前已经被告知“不要
讲太多”，但他还是忍不住开口反对：
“什么叫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
有控制！目前病原都还没搞清楚，你怎
么控制它？”
钟南山不傻，他知道这样说话意味
着什么。
他事后透露，发布会前，他在父亲
的坟前站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说真话
。
因为他坚信“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
“当时全国疫情都在蔓延，我们所的
医生都倒了20个了，实在不能扯淡。”
“非典是疫情，社会上的谣言和恐
慌则是另一场疫情。现在回头看，后者
的破坏力更大。”

他好像有些叛逆，但这正是一个科
学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灾难之下，最见人性。
有人趁着混乱，大赚横财。
有人为了保官，欺上瞒下。
有人惊慌失措。
有人避之不及。
但是。也有钟南山这样的人，于危
难中挺身而出，奋勇向前，左手对抗灾
难，右手托出真相。
这样的人，就是国家栋梁，就是民
族脊梁！
他心中，有信念。
钟南山，1936 年生于一个医学世家
，父亲是享誉全球的儿科专家，母亲是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因为他出生的医院地处南京钟山以
南，所以父亲为他取名“南山”。
他儿时经常去医院，眼见父亲全心
全力治病救人，从不懈怠。
他的家里，也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
来看病。孩子康复后，家长高兴，他父
亲也很开心。钟南山说：
“那时候我就觉得，医生能给别人
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
的满足感，这是我热爱这个行业的一个
原因。”
所以，他对“治病救人”这件事，
是有强烈信念感的。
他做医生，也许有谋生的考虑，但
更是骨子里的追求，这是他至高的梦，
他不愿亵渎。
他说，中学老师曾经告诉他一句话
：
人不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
活在理想中。
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
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
边即使有不愉快，与自己的抱负相比，
也会变得很小。
这句话，钟南山记了一辈子，也践
行了一辈子。所以，他会在非典最凶时
，大义凛然地说“把最重的病人送到我
这来”。
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使命。
非典时期，67 岁的钟南山曾经连续
工作整整 38 个小时。最后查完病房走出
来时，他感到天旋地转，因过度劳累而病
倒。他发烧，乏力，甚至出现了肺炎。
但他自己观察体会，觉得不是非典
，就把自己隔离在家，在门框上钉一枚
钉子挂水。
几天后，症状消失，他立刻回到医

院，继续投入
战斗。没有人
要求他，是他
自己发自内心
地愿意有此担
当。
一颗救世之
心，一腔赤子
热诚。一身高
超医术，一片
赤胆忠心。
有这样的人
替我们负重前
行，是全体国
人的幸运。
路见不平就开怼
非典之后，钟南山的名字渐渐在公
众视野里淡去。
但他其实一直没闲着，他在坚持业
务研究之余，不时发声。几乎每一次，
都大快人心。
他质疑新药上市不规范，在政协医
卫界会议上发问：
“我临床 45 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
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
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
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就成了新药
，‘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
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他看不惯有些人空谈，在两会上开
怼：
“现在大家的发言，8 分钟是肯定
和表扬，2 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一分
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想，
鼓什么掌呢？”
他坚持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在论坛
上批评空气污染：
“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 岁以上
人的肺都是黑色的！”
八九年前，人们还不知道 PM2.5 为
何物，他就多次呼吁检测公布 PM2.5 数
值，并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
。”
当时方舟子跟他论战，说他蹭雾霾
的热点，夸大雾霾的危害。钟南山有理
有据地回应了他。两年后，世界卫生组
织把雾霾列为一级致癌物，完全印证了
钟南山的观点。因为屡次发表质疑观点
，钟南山一度获封“炮王”。他自己说
：
“我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
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
都不太受欢迎。”
但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心做一个耿
直科学家，不要乖乖听话，但求无愧于
心。
因为“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
哲保身。”
自己打脸
极偶尔的时候，钟南山也会错。
2009 年 5 月，他有次对媒体自我检
讨：
“昨天我说甲型流感与普通流感的
病死率相似，应该是说错了。确切的数
据应该是普通流感的病死率是百分之零
点多，而甲型流感是百分之一点多，其

病死率要高于普通流感。”
那时，他已经是极受推崇的大神，
但他依然保持冷静，严谨遵守科学精神
，发现错了，就主动站出来，自己打脸
。
比起那些明知错了还讳莫如深、咬
牙嘴硬的专家，的确是高出很多。
钟南山说：
我接触过许多真正有学问的人，他
们敢于肯定自己，也敢于否定自己。
对的东西，他敢坚持。但经过实践
发现是错的，他也敢否定。
否定自己有时比肯定自己还要难。
我要按照事实来说话。
一旦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要纠正
过来。
“错了，就要承认并改正。”这是
小学生都知道的品质。但我们成年人，
因为虚荣，因为利益，因为各种各样的
复杂心理，往往很难做到。
只是，出了错，又不认，那谈何改
变，谈何进步？
毫无疑问，一个愿意认错的科学家
，才会是一个好的科学家。一个坦诚接
受打脸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所以，人们信他。
仔细看钟南山的采访，你会发现他
有个口头禅：“我实事求是地讲”。
每次他预估自己的话不太中听，就
会沉吟一下，说“我实事求是地讲……
”
后面一定是一堆大实话。他严格秉
承一个科学家的高贵品质：客观，诚实
，有一说一。
包括这次在武汉。在他开口之前，
我们对疫情所知甚少。很多重要信息，
都是钟南山第一个告诉我们的：
明确此病人传人。
医护人员有感染。
没事尽量不要去武汉……
这个 84 岁的老人，不但医术高超，
更敢讲真话。
《人民日报》微博这样评价他：
84 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
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
一路奔波不知疲倦，满腔责任为国
为民，的的确确令人肃然起敬！
的确。
所谓医者，妙手仁心。
这世上缺回天的妙手，更缺无畏的
仁心。
钟南山二者兼具，所以，举国敬仰。
同事说，她妈本来有点为疫情恐慌
，但昨天在电视里看到钟南山，就跟她
爸说：看到钟南山，我心里就踏实了。
她爸说：我也是。
老百姓不会太多溢美之词，这句
“看到你，我心里就踏实”，就是最大
的赞美和信任。
而钟先生，也配得上这赞美，这信
任。
点个在看吧，为这位敢讲真话的国
宝级专家，也为这次奋战一线的医护人
员。
愿钟南山院士寿比南山。
愿南山之外，还有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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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今年慘兮兮
CNN：
CNN
：2022
2022連這絕招都沒得用
連這絕招都沒得用
（綜合報導）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9 日指
出，一般美國總統在國內情勢不理想時，經常轉向國際議題挽
回聲勢，但總統拜登（Joe Biden）不僅執政第 1 年就在國內遭
遇重大挫折，連國際情勢也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
考驗。
美國近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升溫，平均新增確
診數甚至再創新高，狠狠打臉瞄準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2020 年防疫政策失敗、以結束新冠肺炎疫情為競選主張的拜
登；其最重視的約 2 兆美元（約新台幣 55.2 兆元） 「重建美好
未來」（Build Back Better）法案也未能於年內通關，支持率已

下降至 40%左右。
CNN 表示，一般美國總統在國內情勢不理想時，經常將
重點轉向國際議題，希望能藉此挽回聲勢，但美國卻正面臨二
戰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其中有 2 件可能於短時間內爆發的國家
安全危機，包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潛在軍事入侵，以及伊朗可
能即將完成核子武器研發。
拜登的外交政策可信度將於 2022 年接受首次主要考驗，因
為他正對俄羅斯發動密集的外交攻勢，試圖說服普丁（Vladimir Putin）撤走部署於烏克蘭邊境的大軍；CNN 認為，若拜登
接受俄方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提出的條件，反而將

破壞西方信譽並鼓勵俄方採取更激進的舉動。
而伊朗核協議雖已恢復談判，但進展尚不明朗，且美國和
以色列都十分擔心該國即將取得核武；若外交手段失敗，拜登
將面臨是否對伊朗相關設施發動軍事打擊的抉擇，而這可能再
次點燃中東戰火。
CNN 還指出，雖然俄羅斯和伊朗問題已相當嚴重，但美
國若在其上花費太多軍事和外交資源，將更難對付野心勃勃的
中國大陸，後者已被認為未來可能成為美國的最主要對手。

近半美參議員致函戴琪
籲為美台洽簽貿協做準備
（綜合報導）丹麥廣播電台(Danish Radio )最近發表一部
名為 「尋找自我」(The Search for Myself)的新紀錄片，揭露美
國中央情報局(CIA)在 1960 年代曾經在丹麥政府同意的情況下
，以數百名丹麥孤兒做為人體實驗的對象，主要是精神意識的
實驗，因此受試者會遭到電擊與刺耳聲音的對符。該記錄片認
為，美國顯然違反了二戰後簽定的紐倫堡守則(Nuremberg
Code)，該守則提到，未經當事人同意，是不能進行人類實驗
的。
俄國衛星網報導，紀錄片提到，這些研究始於 1960 年代初
，其目的在研究精神分裂的成因，是否與人類在處環境有所關
連。己知 311 名丹麥孤兒成為實驗對象，而實驗地點是在哥本
哈根市立醫院的地下研究室進行。
現年 72 歲的電影製片人皮爾‧溫尼克(Per Wennick)就是當
年的實驗者之一，他回憶起自己被固定在椅子上，在手臂、腿
和胸部上，都有測試儀器，然後耳邊一直有響亮而刺耳的噪音
咿咿呀呀的。

他說： 「這很不舒服。這不僅僅是我的故事，也是許多孩
子的故事。」
他回憶道，在被送往醫院之前，被孤兒院引誘要參加 「一
些有趣的事情」，然而就如多數人體實驗一樣，一點也不有趣
，反而相當不適。
「我現在回想起來，那絕對是對社會公民的權利的嚴重侵
犯。」
即使在實驗結束後，孩子們也沒有被告知他們參與了什麼
研究。
丹麥福利博物館的歷史學家雅各布‧克那吉-朗辛普森(Jacob Knage Rasmussen)表示，由於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曾創下許
多殘酷的人體實驗，因此在二戰結束後的 1947 年，聯合國定出
了紐倫堡守則，對人類實驗設定了明確的道德限制。然而，這
並沒有真的被落實。
紀錄片提到，這項研究應該是時任密西根大學的美國心理
學家薩諾夫‧邁德尼克( Zarnoff A. Mednick)，他一直想知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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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裂症患者的成因，但由於這種實驗在美國找不到合適的對
象，他找到任職於丹麥市立醫院的法尼‧舒辛格(Fini Schulsinger)，於是他們一起在丹麥建立起長達數十年的丹麥-美國研
究，還獲得美國公衛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資
助。僅在第一年，該計劃就得到 70 萬美元的支持，以及中央情
報局人類生態基金(Human Ecology Fund)的資助。
到了 1977 年，舒辛格就以這幾年的實驗結果，公布了博
士論文《精神病學中遺傳與環境之間聯繫的研究》(Studie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psychiatry)。
在紀錄片拍攝期間，溫尼克在丹麥最大的精神病醫院-葛
羅楚普精神療養院(Psychiatric Centre Glostrup)找到 36 箱當年的
資料，現在卻得知該院正在銷毀這些資料引發了批評。南丹麥
大學衛生法學副教授肯特•克里斯滕森 (Kent Kristensen)說，在
這種情況下，銷毀實驗資料絕對構成違法，剝奪了受害者找回
過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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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文字女人

文字女人，简而言之，就是喜欢文字的女人
。
中午偶得空暇，打开闲置许久的电视机
，随意调频，眼睛在名为《漂亮李慧珍》电
视剧那儿落下了，大脑活动最终跟着故事的
情节而前进着。剧中女二夏乔说气质女人不
光颜值高，还有内涵。我顿觉，一语惊人！
我在方格子里、键盘上摸打滚爬了二十
几年，也算是挤进了文字女人的队伍中，然
而，惭愧的是，看书不多，有时偶闻别人称
呼美女，亦不惊。在当今“美女”一词烂大
街的时代，心中自然知道这是泛指，不是特
指。既然如此，一定不会大惊小怪、受宠若
惊的！
我对于文字的情愫是很深很浓的。今日
可无肉，但必须得有书，不管是大家的佳作
，还是小作者的习作，都会翻上几页，似乎
方可对得起光阴。面对泛着丝丝墨香的文字
，梳理着自己缕缕情思，别有一番情趣，日
子就不会那么单薄消瘦了。
作为一个文字女人，会给自己留下灵魂
安放之处，借着沁人心脾的文字，不紧不慢
，不枝不蔓，娓娓道来，“尽人事顺天意”
这六个字，在文字女人的纤手轻轻地敲击键
盘声，宛若潺潺流水，绵绵不断，倏尔急骤
，倏尔徐缓，或扼腕惋叹，或大声惊呼，直
抒胸臆，采用比兴或者托物言志的手法，借
助文字这个载体来抒发胸中细腻如丝的感情
，回头细细品味咂摸，真乃妙不可言也！

文字女人，多数是很有情怀的女人，对
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颇为敏感，抓住一个思考
点来进行发散思维，就能写出不同新意的文
章来，带给自己和他人不一样的感受。
“始于容颜，陷于才华，终于人品”的
规律总是伴随存在的。前不久，邂逅了一位
文字女人，令我羡慕不已！
见其人，闻其声，品其韵。曾有人说，
文字女人是感性人群，大脑细胞是简单排列
的。为此，我还和人家进行过一番理论，各
有己论，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文字是高雅艺术，女人是雅
美的化身，二者合在一起，应该是天作之合
、绝美呈现。那种外在的气质，既儒雅又知
性；那内在的底蕴和内涵，既醇厚又有韵味
。
文字女人，大度而宽容，温柔而多情，
理智而从容，沉静而淡定。放下粗犷的音调
、夸张的肢体语言、不假思索地呼喊，换上
温婉的谈吐、优雅的姿态，莲步于双方平等
交流的空间。这样，才能将文字女人身上散
发出来的一种美韵，悄无声息地流露、蔓延
出来，如一股股清泉，缓缓流入逐渐渗透到
别人的心田，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别人、影响
着别人。
文字女人给自己的定位，已表明了发展
方向。像茫茫人海中忽见一粒熠熠夺目的珍
珠，吸引着大众的眼球。而作为小资的文字
女人，肩膀上的使命同样也不可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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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中
我们在路上

在今日见到的一位文字女人，优雅无比
。远见她款款而来，不急不躁，步履稳重，
姿态优雅。落座后，交流中得知她读书不少
，大半个地球上都留下她的足迹。席间，她
喝茶的动作不徐不疾，不急不躁；和她交流
，如春风润心，那文雅的谈吐，那温婉的语
气，那丰富的知识，就是一种享受、一种学
习！
我向她学习的不仅是可见的东西，还有
一些隐性的优点。
文字女人过了不惑之年，就要学会放下
许多过往的故事，放下各种难以舍弃的背负
，认真活好当下的每一天，让自己做精彩每
一天的主人。而这位优雅的文字女人，她已
将有意识放慢语速，在乎语气语调，关注别
人的感受，练成了一种日常、一种常态，所
以她才显得非常得体，非常大方，非常优雅
。
“腹有诗书气自华”，做个文字女人，
每日以文字为伴，让文字的馨香浸润心脾、
润泽灵魂，优雅的气质，在不经意间，就会
显现在一颦一瞥、举手投足间。一旦选择了
做文字女人，就得俯下身子用文字来修炼自
己的内心，练就一颗宠辱不惊、静观云卷云
舒、花开花落的淡定之心。文字女人会在文
字中、现实中生活着，将物质与精神世界无
缝隙地对接，抛弃浮躁与浅陋，有温度、有
质感，深情地活着，诗意地活着，优雅地活
着，乃文字女人的终极目标！

漫天的大雪，美丽着眼中的世界。飘飞的雪花，改变了一
个季节。
这是一场眷恋着美丽世界的冬雪，雪花站在树上眺望远方
，把树枝压弯了腰；它在路上奔跑，让车辆无法通行；它在高
压线上荡秋千，把线路压断……
吃过早饭，顶着风雪，踏着足有一尺深的积雪走出居住的
小区，去站点等候每天都光顾的二路公共汽车。
雪花在朔风中奔跑着，无情地抽打着行人的脸颊，像泼妇
毫无遮掩的骂街般尽情地发泄着。裸露的肌肤很快就有了麻木
感，却又感觉不到寒冷。道路上满是积雪，每迈出一步，厚厚
的积雪都会淹没脚面。路边的树冠上站满了白雪，给这座小城
增添了许多情趣。一些被压断的树枝横七竖八地趴在路面上，
又为浪漫的景致增加了一丝凄惨和荒凉。公交车是无法通行的
，偶有那种被称为丰田霸道的越野车在厚厚的积雪中旁若无人
地飞驰而过，任由积雪参杂着雪水溅到行人的鞋面或裤角上。
也有出租车司机叫喊着“十元一位”或“二十元一位”，在大
灾面前做着强盗般的生意。
看来，公交车面对雪灾也无奈地关门歇业了，今天只能步
行上班了。
此时，道路上的行人早已熙熙攘攘，看着眼前的情景，仿
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光景，那时候不论是上班还是上学，不论
单位与家的距离是远还是近，人们大都是以步行为主。走在路
上，今天或许能遇到老李，明天也许就遇上老王，一路看着风
景一路聊着天就走到了单位，感觉不出时间的漫长，也感觉不
到路途的遥远，久而久之，步行这段路程已经不是负担，几个
同路人也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工作中的一些事情也在一
路行走中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后来改乘公交车，步行上班便不再被列入日程，每天习惯
了早上出门去公交车站点，等候二线公共汽车；晚上下班走出
单位同样是去公交车站点，乘坐二线公共汽车回家。公交车在
家与单位之间架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每天把我送到单位，再
从单位送回家中。从此，机械式的生活便套牢了我的脚步，也
套牢了我公式化的生活。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颗沉寂的
心也懒得去欣赏和品评。
这场大雪算得上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了，停水、停电、停车
、停两气，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我们换一种心态
去看这场落雪，既然大自然的变化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就要去
适应它，去接受它，去融入它。既然没有公交车可乘，就不妨
步行去上班，即使脚上的鞋子不再是当年的鞋子，换双鞋子还
是可以走走当年很熟悉的这条老路的。
雪花还在不停息的飘落着，风雪中，我走在路上，有许多
与我一样的同路人。相遇了，点点头微笑着打个招呼，随意的
聊上几句，很亲切，很自然，很开心，没有应酬中的那种虚伪
和程序化，也不用遮遮掩掩地隐讳什么。
风雪中，我们在路上，脚下弹奏着有节奏的音律，树上绽
放着美丽的花蕾，大地一片银装素裹。步行的人群中不时的传
出年轻人好奇的笑声和尖叫声，也有人拿着手机对着美丽的树
挂拍照。忽然伟人的诗句飘至脑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眼前银装素素裹的北国边城，不正是伟人描绘的北
国风光吗！
风雪中，我们在路上……

台灣新聞

靜宜大學承接 「台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

打造全台國際創新育成中心
（中央社）靜宜大學承接台中市政府位於東
協廣場二樓的 「台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除與
國 內 20 多 所 大 專 校 院 及 知 名 企 業 簽 訂 備 忘 錄
(MOU)，打造全台的國際創新育成中心，並提供
語言、數位電商的訓練及城市旅遊等規劃；希望
運用東協廣場的外籍移工聚集特色，協助新住民
二代或南向新住民創業及就業！
靜宜秘書長劉國有指出，該校擁有豐沛的國
際相關資源，透過 「台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取
得政府相關協助，與具實務經驗的產業界攜手達
到產官學研合作，發揮靜宜大學創新育成的特色
。
靜宜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職產長魏清圳說
，該校 2021 年起承接 「台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
，硬體設施空間；包括獨立辦公空間、co-working 共同工作空間、智慧體驗空間與多功能會議室
，提供企業和創業青年商務諮詢、顧問輔導等服
務。同時協助企業舉辦媒合會、創業課程，並鏈
結國內外跨境商務資源，吸引企業及創業青年進
駐。
魏清圳指出，東協廣場假日有上萬名移工聚

集移動，經濟及消費能力不容忽視，校方長期取
得教育部新南向計畫補助，將提供校內外新住民
人才培訓，課程包括語言、數位電商的訓練及城
市旅遊等。
在跨境電商部分，因東南亞國家電商蓬勃發
展發展前景可觀，加上新住民具有語言的優勢跟
能力，只要訓練網路銷售技巧，就可以利用母語
優勢，將產品賣回各自的母國；也可銷售給在台
灣的新住民。
值得一提的是，靜宜校方在聖誕、跨年等重
要節日，舉辦創意及公益系列活動，提供新住民
、外籍移工展現才藝及異國文化；也傳遞節慶溫
暖與歡樂氣氛。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長彭懷真強調，他長期與
靜宜大學淵源深厚、合作密切！經濟發展局專門
委員林敏棋認為，靜宜與台中市政府是緊密的合
作夥伴，也逐步將 「台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轉
型為 「青創、新創事業基地」，目前已有 11 家相
關青創與新創廠商進駐，期待未來成為產品孵化
的重要場域達到互利共贏！

她舉 5 實例 「沒有台灣 世界會停止運轉」
網：還有很多隱藏冠軍
（中央社）財經網美胡采蘋近日表示，台
灣除了護國神山台積電外，還有很多厲害之處
，她回到台灣以後，發現許多令她驚訝的事情
，包括特斯拉的第一顆馬達是台灣做的、台灣
的貨櫃船載送量竟然排全球第四名、台灣是全
球最大的玩具手槍製造國、世界鮪魚的產量是
台灣人決定的，以及台灣電子業高居世界第一
，讓她直呼 「沒有台灣，世界會停止運轉耶」
。
胡采蘋昨（29）日於個人臉書粉專《Emmy

追劇時間》指出，回到台灣後發現太多奇怪的
事情了，她舉例說明，認識的朋友當中，有一
名在做電動車馬達的友人，當初接下世界大廠
特斯拉第一顆馬達的單子， 「我才知道特斯拉
的第一顆馬達是台灣做的，就連現在台灣還是
特斯拉主要馬達供應商」。
胡采蘋說，之前長榮長賜輪塞住蘇伊士運
河事件，她才驚覺長榮海運貨櫃船，是世界第
七大貨櫃船公司，全台灣的貨櫃船載送量竟然
排全球第四，且長榮還在往第五大船公司邁進

。
胡采蘋透露，就連她去學射擊，好多人告
訴她，台灣是全球最大的玩具手槍製造國，真
槍以外的學習用、生存遊戲用的擬真槍，台灣
市佔率七成。接著她和朋友去和鮪魚商人應酬
，對方表示，世界鮪魚的產量是台灣人決定的
，令她驚訝 「大漁場在一整串我沒聽過的地方
，所以平常台灣人到底都在哪裡玩？」
最後，胡采蘋說，她在 3 年前曾向其他人說
「台灣的電業子世界第一，台灣一地震全球科

技股就會暴跌， 「我真的很怕大家覺得我在吹
牛，沒有台灣，世界會停止運轉耶」。
貼文曝光，網友也舉出其他例子， 「台灣
螺絲工廠停產，全世界螺絲就會大漲價」、
「高雄港也曾經是世界第三大吞吐量的港口」
、 「跑一趟越南，台灣隱形冠軍很多都在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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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罩狂歡違規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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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船 P 火爆 隨時火燒連環船
● 三艘並排停泊的遊艇在入夜後仍
有人在狂歡。
有人在狂歡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疑似開船 P 的遊客帶同食物及
酒水，
酒水
，登上駁艇前往遊艇度假
登上駁艇前往遊艇度假。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遊艇內多人聚集
遊艇內多人聚集，
，甚至燒烤
煮食。
煮食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遊艇露台上有數十名遊客合影，大部分人沒有戴口罩。艇尾
放有石油氣罐(紅圈)，疑用作明火煮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掃碼睇船P

船隻激增 避風塘迫爆

Staycation（宅度假）舉行派對狂歡是不少港人的聖誕節目，這種風潮更席捲至遊
艇。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來在香港仔避風塘調查，發現海上 Staycation 生意火爆，記

海事處數據顯示，第四類持牌船
隻包括機械輔助帆船及遊樂船等，由
2010年的6,900艘，激增至2020年的近
11,000 艘 ， 全 港 則 有 14 個 法 定 避 風
塘，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少強指
出，近年個別地點“就腳”的避風塘
泊位爭崩頭，香港仔是其中一個搶手
的避風塘。
然而，全港避風塘的管理鬆散，
除了全港不足200 艘的“曬家艇”（即
漁民生曬海味的艇）在香港仔及筲箕
灣避風塘劃出指定泊位，及小量“船
舖”在香港仔避風塘擁有固定停泊區
外，其他本地船隻無固定泊位，“只
要不阻礙通航區，見位就可以停泊，
先到先得，泊幾耐都得，政府亦無限
制避風塘最多可以泊幾多船，所以經
常迫爆。”早前起火的香港仔避風
塘，就是全港最受歡迎和擠迫的避風塘之一。

者直擊最少有十多艘船 P 遊艇，每逢周末假期都爆場，有參與的市民疑違反限聚令除口罩狂歡，甚至有人在甲板存放石油氣，
涉違規燒烤。有漁民組織指出，全港遊艇十年間激增六成，只要它們不阻礙航行通道，便可免費在避風塘“任泊唔嬲”，避風
塘船隻之間沒有安全距離，加上遊艇胡亂接駁岸上電源，以及有旅客生火燒烤，倘失火便可能火燒連環船，今年香港仔避風塘
接連發生 3 宗火警，疑是船 P 惹的禍。

免收停泊費的香港仔避風塘原本是漁民出海
後回港靠岸的棲息之所，但近年因為海上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來艘停泊，避風塘一下子迫爆，船與船之間泊
得十分貼近。

宅度假興起，大批遊艇進駐，使平靜海灣亂象
頻生。

今年三宗火警 疑船P惹禍

提前半月預訂 當成酒店

另外，黃火金指出，漁民一般有海上防火
意識，但遊客的意識則較弱，“曾聽聞有租用遊
艇的巿民在船上燒烤，結果有火種引發火警。”
此外，靠岸停泊的遊艇一般由岸上以海底
電纜供電，“有些遊艇亂咁駁電到船上使用，
造成短路火警的危機。”香港仔今年便先後發
生三宗遊艇火警，他們懷疑是船 P 遊艇惹的
禍。
黃火金表示，休漁期及新年最多漁民在避
風塘停泊，香港仔兩個避風塘合共多達 400 艘
至 500 艘漁船停泊，倘發生船火，容易火燒連
環船，“一艘 20 米以上的圍網漁船值幾百萬
元，10 米以上的船都要幾十萬元。”而且漁
船與遊艇夾雜，也容易發生碰撞意外。

海面其他數艘遊艇也熱鬧非常，每艘遊艇
的聚集人數都超出 4 人限聚令上限，直至夜深
仍未發現遊艇有人離場，相信遊客極有可能在
船上過夜。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少強及香港仔漁
民婦女會主席黃火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
出，疫下船 P 興起，提供作海上度假的遊艇
“攻陷”多個避風塘。張少強表示，香港仔兩
個避風塘最多遊艇停泊，估計約二三十艘，而
筲箕灣避風塘由於面積較小，船 P 遊艇也有十

黃火金

近卅艘停泊 可船上過夜

張少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在網上搜索發現，香
港仔避風塘有不少遊艇提供出租服務，每逢周
六日生意火爆，要提早半個月預訂。一間遊艇
公司除了提供日租度假服務，周租、月租等服
務也無任歡迎，儼然已將遊艇當為酒店經營。
這些遊艇每艘最多可容納 14 人，住宿一
晚的費用，根據人數多寡和出租當日的供求而
定，一般日租介乎3,590元至9,240元（港元，
下同）不等。
經過一連數日的觀察，記者鎖定當中 3 艘
疑似出租作船 P 的目標遊艇，平日它們只泊在
靠岸處，甚少有人在船上活動，但到周末日卻
是另一番景象。早前的周末，記者在香港仔碼
頭視察目擊多批市民結伴到場，部分人手中提
着保溫袋、大袋零食、大樽礦泉水及箱裝啤酒
等，疑似前往遊艇狂歡。
記者之後乘街渡到香港仔避風塘巡察目標
的 3 艘遊艇，傍晚時分陸續有客人乘坐駁船登
上遊艇。客人多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上
船後三三兩兩的在船尾張望，亦有人爬上甲板
嬉戲。太陽落山前，遊艇上開始“齊人”，肉
眼及拍攝觀察，其中一艘遊艇 3 層的露台上至
少有 13 人不戴口罩聚集說笑，入夜後他們圍
坐在餐桌前，不時冒出濃煙，疑似進行船上違
規燒烤。

遊艇問題多 違法難定罪
為了限制酒店內的聚集活動，政府修訂限聚令
並延伸至酒店房間，每間客房人數上限 4 人、多於 1
間睡房的套房就不得多於 8 人，但海上宅度假暫時沒
有專門的條例限制人數，特區政府通常將遊艇視作派
對房間進行規管。在目前最新社交距離措施下，派對
房間（第二類），每間房人數上限為 12 人，且僅在
餐桌飲食時可除口罩，經營時間是早上 5 時至翌日凌
晨3時59分。但據記者所見，多日來在遊艇上狂歡的
活動經常是超過 12 人聚集，遊客在非用餐時也並未
佩戴口罩。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這些現象顯然是違
法，“但問題在於執法者有無證據。”
香港疫情已持續近 2 年，政府既要維持基本的防
疫要求以達至正常通關，又要放寬部分場所限制以令
經濟回暖，因此在不少法例的制定和修改上亦面臨兩
難。陸偉雄表示：“一方面理解政府短期內很難面面
俱圓，另一方面有些案例又難以找到對應的法例進行
監管，遊艇便是其中之一。”
陸偉雄解釋，出租作船P的遊艇，法律上並非私人
地方，故必須嚴守防疫規定，“若船上的遊客是購票
或者租船使用，該些遊艇便可認定為公眾地方，因此
要遵守限聚令；但執法人員難以舉證票控他們，難道
要海事處逐艘遊艇巡察執法？這是相當費力。”

漁組倡增避風塘兼劃區域
張少強建議，特區政府考慮擴大香港仔及
筲箕灣等較擠迫的避風塘，亦應考慮在非偏遠
區增設避風塘。同時，漁民組織亦建議，在避
風塘內劃分區域，把漁船與遊艇泊位分開，避
免出現事故，但海事處則回應根據公平原則，
避風塘使用權是“先到先得”。
另外，海事處《工作守則——第 IV 類別
船隻安全標準》規定，遊樂船隻運載乘客時，
不得在船上明火煮食或類似活動，除非在裝設
有防火隔壁的廚房內進行。而記者觀察及拍攝
所見，遊客燒烤的情況基本都在甲板的露台之
上，懷疑違反該守則。

船屋極搶手 晾衫又養狗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 (住家船隻)規則》，全
港目前只有 3 艘持牌可作住家的船隻，但不包括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發現的數艘遊艇，記者卻發
現這些遊艇不論是周末假日，還是平日，深夜都
燈火通明、人影閃動，疑似有人在船上過夜，違
反相關規則。
此外，facebook 早前有一則廣告帖文以“海
上豪宅”為噱頭，分租私家遊艇，一間房月租
9,500 港元，總共 5 間房共享 3,000 方呎空間，包
水、電、網絡及傢俬、電器，香港文匯報記者聯
絡該船主時，得到的回應是“一早租出晒”，極

為搶手。記者最近連續多晚在香港仔避風塘兩岸
巡察，發現海面上停泊的遊艇中亦有不少疑似
“海上豪宅”，被用作私人住宿。

駁艇隨時待命
記者遠遠望見不少遊艇尾部的“駁腳”小艇
並未放置在甲板上，而是停泊在遊艇邊處於待命
狀態，顯然艇上仍有人活動。其中一艘遊艇尾部
更晾曬着數件衣物，不少遊艇露台亦種植花草，
可見屬於有人長期照料的狀態。也有遊艇每晚燈
火通明，其中一艘遊艇的船艙，晚上電視正播放

● 一艘長期停泊在香港仔避風塘的遊艇，依稀
見到船艙內有人飼養狗隻和鸚鵡。
節目，還飼養狗隻及鸚鵡等寵物，與岸上住宅無
二。不過，法例規定遊樂船隻只可使用船隻純作
遊樂用途，在香港水域使用遊艇作居住用途，即
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1萬元。
T: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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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採最嚴防控
“禁足限車”
再增150確診 市民除採樣不出戶 非保障車不上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12 月 27 日零時



(

起，全體市民除參加核酸採樣外，堅持不出戶、不聚集，非疫情防控及民生
保障車輛不得上路。”繼前一日新增 155 確診病例之後，26 日 0 時至 24 時，

西安市再新增 150 例本土確診病例，至此，本輪疫情西安已累計本土病例 635 例。面對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西安
市 27 日宣布進一步提升防控等級，實行最嚴格的社會面管控措施，每戶家庭每 2 天可指派 1 名家庭成員外出採購生

文匯要聞

A8
1

西安新增確診與防疫措施調整回顧
第一階段：排查密接
12月9日
新增確診：1例
防疫措施：流調排查出 61 名密切接觸者，均為入境隔離酒
店確診者同酒店及專班工作人員。
12月12日
新增確診：1例
防疫措施：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視頻調度會，聽取
各區縣、開發區疫情防控工作進展，督導檢查全市疫情防
控應急處置工作落實情況。
12月14日
新增確診：1例
防疫措施：要求有軌跡交集者自查自報。
12月15日
新增確診：3例
防疫措施：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視頻調度會議，調
整三地為中風險地區，嚴格限制進出西安，需提供 48 小時
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第二階段：開始管控跨省市客流
12月16日
新增確診：4例
防疫措施：暫停跨省旅遊經營活動，新增5個中風險地區。
12月17日
新增確診：3例
防疫措施：新增3個中風險地區，西安大多數市際、省際旅
客進出站須提供48小時核酸陰性報告。

第三階段：開始暫停部分人員活動和場

活物資的政策暫停。

所經營

▲27日0時起，西安非疫情防控及民
生保障車輛不得上路。
新華社

●連續兩日新增確診病例超150例，西安市27日宣布每戶家庭每2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員外出採購
生活物資的政策暫停。圖為西安小區居民分時段錯峰進行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150 例左
“最近兩天病例報告數維持在
右，近期病例增多主要有兩方面
原因。”

兩新風險點位確診人數劇增
在 27 日西安市舉行的疫情新聞發布會
上，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衛曉麗在回應社
會關注的病例劇增這一情況時表示，一方
面，由於全市加大了大規模核酸篩查的力
度，從 12 月 21 日開始進行了多輪次核酸大
篩查，從而發現了更多隱匿性的病例；另一
方面，是因為新出現了西安高新區光電園和
西安灞橋區京東物流園等一些風險點位。
“由於這些地方人員高度密集和流動性大，
從而導致病例波及範圍較廣、短期內病例報
告快速增長的情況。”

137病例與巴入境航班病例同源
衛曉麗同時表示，通過多輪次大規模的
核酸篩查盡早發現並隔離治療全部感染者，
是目前防控的重要舉措，事實證明也是行之
有效的辦法。“隨着西安核酸檢測力度的持
續加大，所以在短期內西安還有可能出現報
告病例數較多的情況。”衛曉麗指出，防控
措施收緊，市民流動的減少和篩查頻次的增
多，有助於快速消除疫情傳播隱患。“所以
希望廣大市民不必為確診病例短期快速上升

過於擔心，聽從社區安排按時參加核酸檢
測，其他時間足不出戶、不串門不聊天，最
大程度減少人員流動和聚集。”
本輪疫情的源頭早在疫情傳播初期便已
確認，是由 12 月 4 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確診
病例引發的本土疫情。在繼續溯源方面，陝
西省疾控中心目前已完成 137 例本土病例的
全基因測序，均與 12 月 4 日巴基斯坦入境航
班報告的境外輸入病例高度同源。

騰空兩所醫院收治新冠患者
據介紹，目前，西安市已經騰空了西安市
胸科醫院和西安市人民醫院，作為定點醫院用
於收治新冠患者。西安市第四醫院航天院區
已完成新冠肺炎定點救治醫院啟用準備，並
於27日4時25分開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自 2021 年 12 月 27 日起，西安市新增中
風險地區35個，截至目前，西安共有高風險
地區1個、中風險地區150個。
為了徹底阻斷疫情傳播途徑，27日西安
宣布全市進一步提升防控等級，採取嚴格的
防外溢、控傳播措施和最嚴格的社會面管控
措施。一方面，所有居民除按要求參加核酸
採樣外，均不出戶、不聚集，全市黨政機
關、企事業單位和市民要做到非疫情防控及
民生保障車輛不得上路。另一方面，繼續採
取“非必要不離市”的措施，嚴格控制高速

▲西安志願者在社區核酸篩查現場協助
居民出示健康碼。
新華社

出口、兩站一場（火車站、汽車站、飛機
場）的人員外流。
西安市民何先生告訴記者，此前雖然全
城實行了封閉管理措施，但持有單位證明，
亦可以出入小區和單位。但這種情況隨着西
安最嚴格管控的實行，也發生了變化。“早
上已經不能出入小區了，安保人員說接到上
級通知，不再認可該證明。”何先生表示，
至於此前每戶家庭每 2 天可指派 1 名家庭成
員外出採購生活物資的政策，27 日雖然暫
停，但小區亦表示，一旦第五輪核酸檢測完
畢，應該會繼續執行。

國內航班暫停 國際航班正常
對於外界關注的西安咸陽國際機場防疫
問題，西部機場集團副總經理譚少飛27日表
示，本輪疫情以來，西部機場集團機場區域
員工已完成 16 輪全員核酸檢測，累計檢測
25.47 萬人次，結果全部為陰性。與此同
時，西部機場集團將國際航班所有保障人員
納入專班管理，嚴格落實“14＋14＋14”閉
環管理，每日進行核酸檢測，截至目前，所
有保障人員均已完成加強針疫苗接種。
據悉，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以來，西安
咸陽機場共保障國際進港航班 928 架次，旅
客 12.8 萬人次。目前國內進出港航班全部暫
停，但國際航班和貨運業務正常運營。

中方促各國向非洲提供更多有效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有媒
體報道非洲多國從西方國家收到的疫苗面臨過
期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7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希望有關國家切實履行承
諾，向包括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安
全、有效的疫苗，彌合全球“免疫鴻溝”。
他表示，疫苗是抗擊新冠病毒的利器，
是拯救生命的希望。儘管目前全球疫苗產量
增加，接種率有所上升，但發達國家和發展

中國家之間“免疫鴻溝”仍在擴大，廣大發
展中國家仍然面臨缺苗少苗的困難境地，低
收入國家只有5％的人口完全接種疫苗。
趙立堅以非洲大陸為例指出，13億人口
中只有7.5％的人完全接種疫苗。而少數西方
國家囤積的疫苗卻遠超自身所需，且浪費嚴
重。以美國為例，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
今年 3 月至 9 月美國就浪費了至少 1,510 萬劑
疫苗，更有美國媒體報道稱，美國浪費的疫

苗數量遠超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接種數
量。
趙立堅強調，中國堅持把疫苗作為全球
公共產品，向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疫
苗。當前疫情依然延宕反覆，希望有關國家
切實履行承諾，向包括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
家提供更多安全、有效的疫苗，彌合全球
“免疫鴻溝”，真正為人類早日戰勝疫情作
出貢獻。

12月18日
新增確診：7例
防疫措施：全市室內娛樂場所暫停營業，零售藥店暫停向
市民銷售（含網絡銷售）退熱、止咳、抗病毒、抗菌等四
類藥品。抽調近 3,000 人採樣隊伍支援區縣、開發區開展核
酸檢測。
12月19日
新增確診：8例
防疫措施：啟動第一輪大規模核酸檢測，陝西省委、省政
府在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連夜召開視頻會議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西安調整1地為高風險地區，西安城南客運站發往
陝南班車全線停運。
12月20日
新增確診：21例
防疫措施：全城公交地鐵、出租實行48小時核酸查驗，全城
公共場所、小區查驗48小時核酸陰性報告方可進入；全市中
小學、幼兒園、校外培訓機構全面停課，轉為線上教學；暫
停執行工作日機動車尾號限行措施，外出鼓勵開私家車，減
少乘坐公交地鐵等。
12月21日
新增確診：42例
防疫措施：繼續實行核酸查驗措施，同時在前期全市開展
大規模核酸檢測基礎上，啟動第二輪大規模核酸檢測工
作。
12月22日
新增確診：52例
防疫措施：公交、公路、鐵路、機場升級防疫措施，西安
各大火車站進站除必須持有 48 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及一
碼通、政務碼、行程碼綠碼外，還需持有公函。啟用氣膜
實驗室，提升核酸檢測能力。

第四階段：進入社區封閉管理
12月23日
新增確診：63例
防疫措施：新增中風險地區 31 個，進一步加強疫情防控工
作，全市小區（村）、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市民群眾一
般居家生活，每戶家庭每 2 天可指派 1 名家庭成員外出採購
生活物資，其他家庭成員除參與疫情防控、生病就醫以及
急需工作以外，一般不外出。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國內航班
全部取消。西安市政務大廳暫停對外辦公。啟動新三輪大
規模核酸篩查工作。
12月24日
新增確診：49例
防疫措施：新增中風險地區 41 個，全力保障考研學生需
求，不安排考生考前進校看考場，12月25日至27日考試期
間，西安市公交、地鐵、出租車、網約車等公共交通正常
運轉，方便考生出行。
12月25日
新增確診：75例
防疫措施：新增4個中風險地區，啟動第四輪大規模核酸篩查
工作。
12月26日
新增確診：155例
防疫措施：西安市對重點區域，特別是風險較大的地方進
行提級管控，有針對性地加大核查。
12月27日
新增確診：150例
防疫措施：進一步提升防控等級，實行最嚴格的社會面管
控措施，全體市民要嚴格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要
求，除參加核酸採樣外，堅持不出戶、不聚集。全市黨政
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市民要做到非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車
輛不得上路。新增 35 個中風險地區，啟動第五輪核酸篩查
工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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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今年
11 月，中國內地千餘名罕見病患兒的家長發布聯
名信，求購在內地按第二類精神藥品管理但對部分
癲癇性腦病患兒有效的藥物氯巴占，引發輿論廣泛
關注。中國國家衞健委 27 日通過媒體首次給出公
開回應，稱已關注到相關報道，目前正在組織對患
病群體進行摸底，了解藥品用量需求，並協調相關
機構和部門按照《藥品管理法》有關規定，組織進
行集中申請和進口，以滿足患者用藥需求。

據

澎湃新聞報道，今年 6 月，35 歲的母親李芳（化名）給
一名代購者代收了海外購買的氯巴占，結果因涉嫌“走
私、運輸、販賣毒品罪”受到刑事追究，後檢察機關作出罪
輕不起訴處理。該案經媒體報道後引發廣泛關注。千餘名患
兒家長隨後聯名發出求助信《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活下去》，
更曝光出內地眾多罕見病患兒已經面臨無藥可用的危險境
地。
國家衞健委27日就此發出積極表態，表示將組織氯巴占的
集中申請和進口。官方回覆稱，氯巴占是苯二氮卓類藥品，在一
些國家主要用於難治性癲癇的添加治療（在主要藥物治療效果
不佳時，增加氯巴占可提高治療效果，但不作為替代藥物單獨
使用），並非唯一的特效藥，適應症包括嬰兒嚴重肌陣攣性癲
癇等。目前，此類藥品尚未在內地批准上市，內地有與氯巴占
同類的苯二氮卓類藥品，按照第二類精神藥品進行管理。

2021年12月31日

已有60餘種罕見病藥上市
據統計，內地現有各類罕見病患者約 2,000 萬人，每年新
增患者超過20萬人。面對日益龐大的罕見病群體，用藥保障問
題不斷得到官方的重視。截至今年底，內地共有60餘種罕見病
用藥獲批上市，其中已有40餘種被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涉
及25種疾病。在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審評審批方面，中國有關部
門已遴選發布了三批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品種名單，在這81個藥
物中，罕見病藥物超過一半。目前，已有26個罕見病藥物通過
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專門通道獲批上市。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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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餘罕見病患兒遇 藥 荒
衞建委擬集中申請進口
氯巴占屬二類精神藥品 海外代購涉刑責

兩企業已獲批開展臨床試驗
此前，國家藥監局亦曾就此表態。媒體報道稱，2017 年
發布的《第二批鼓勵研發申報兒童藥品建議清單》已納入了氯
巴占，旨在鼓勵研發，滿足內地尚未註冊上市且臨床急需的兒
童藥品。截至目前，已有8家企業按照有關規定獲准研製氯巴
占。內地尚未有企業提出氯巴占製劑的上市申請，但已有兩家
企業提交臨床試驗申請並獲得臨床批件。
國家藥監局還表示，內地沒有批准上市的藥品，如臨床
救治急需，醫療機構可以申請進口少量藥品用於救治患者，由
國家藥監局或國務院授權的省政府批准（目前國務院已授權海
南省、廣東省）進口。為控制使用過程中的安全有效性風險，
應當由醫療機構提出申請，並負責藥品的具體使用。然而，由
於氯巴占在內地列入第二類精神藥品管理，進口這種藥物還應
當取得國家藥監局核發的精神藥品進口准許證。

●氯巴占在一些國家主要用於難治性癲癇的
添加治療。
添加治療
。圖為一盒氯巴占
圖為一盒氯巴占。
。
網上圖片

“販毒母親”李芳的故事，令很多人知
道了氯巴占這種罕見病藥物，也讓很多人了
解到罕見病患兒用藥無法得到保障的窘境。
李芳的兒子被發現罹患“嬰兒癲癇伴遊走性
局灶性發作”。這是一種罕見的癲癇症。四
處求醫過程中，醫生介紹了氯巴占，但該藥
品未獲許可，在國家管制第二類精神藥品的
名單中，正規渠道買不到。為救兒子，李芳
和病友們從代購者手中獲取藥物。今年7月，
河南中牟縣警方以“走私、運輸、販賣毒品
罪”對李芳採取了強制手段。
據報道，在病友微信群裏，李芳認識了
一位微信名叫 “鐵馬冰河”的人。“鐵馬冰
河”有一個8歲的女兒，也患有癲癇性腦病。
2020 年，“鐵馬冰河”開始通過網絡，從國
外購買氯巴占，起初是為自己的女兒買，後
來看到有大量病友需要，就成為了代購者，

●責任編輯：凌晨曦

轉賣氯巴占。
不過，氯巴占並非天價藥。在國外，一
盒氯巴占的價格是 250 元至 300 元（人民幣，
下同），“鐵馬冰河”根據進價不同，以每
盒 350 元至 450 元的價格轉賣。李芳曾經將自
己的地址借給“鐵馬冰河”，用於收取來自
國外裝有氯巴占的快遞包裹。今年9月，李芳
被警方以“涉嫌走私、運輸、販賣毒品
罪”，採取了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10 月 13
日，代購者“鐵馬冰河”，以及四名幫他收
包裹的病友，被警方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他們涉嫌的罪名，均為“走私、運輸、販賣
毒品罪”。

檢方酌情不起訴
“我是為了自己孩子。在公安局，我做
完筆錄就辦了取保，一天也沒被羈押，還能

深圳舉行，香港館和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兩
個展館合共逾 30 家香港研發機構和企業
參展，他們在展會上展出多項成果，並希
望北拓大灣區，將科技成果轉換和尋找產

科技公司前來參加高交會，意在推動香港

●楊智添表示，組織科技公司
參加高交會，意在推動整個科
技業與內地的合作。
記者李昌鴻 攝

●吳春燕表示，公司研發的乳
腺癌檢測技術已在內地銷售上
萬套，準確率逾八成五。
記者李昌鴻 攝

整個科技業與內地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實習記者 李才瑛

高

交會作為展示國內外最新創新成果的平台，
香港機構和企業歷來十分重視這一機遇。此
次儘管深圳市加強疫情防控，要求參展商和觀眾
均需持有核酸檢測48小時陰性方可入場，仍然吸
引30多家香港研發機構和企業參展。

香港機場沙盤採三維數據
香港智慧聯盟展區的深圳優立視覺科技公司
是香港科技園的一家創新公司，主要從事三維數
據可視化，即是把建築物、地形地貌甚至物聯網
數據，放到一個平台上呈現出來。該公司市場經
理謝芸芸表示，其技術亮點在於 1 秒可加載 10TB
數據，迅速將數據視覺化呈現出來。有關技術主
要應用在交通、教育以及城市規劃上，包括香港
國際機場和北師大的沙盤等均已應用。
她稱，公司在香港和內地都有分公司，包括
深圳、上海、廈門、南京等地，其中深港科研團
隊專注於三維數據管理，而公司一年可以在香港
和內地等做到約50個項目。

智能中央空調節能30%
香港盈電環保科技展館負責人羅毅文說，公司
採用大數據分析並配合人工智能，研發應用於中央
空調系統的環保節能技術，在相同的冷量需求下，

●曾沂靖稱， 希望通過高交
會推動香港科研成果快速的
產業化。
記者李昌鴻 攝

●今年高交會香港館吸引一眾研發機
構和企業參與，
構和企業參與
，他們冀北拓將成果轉
化和市場銷售，
化和市場銷售
，分享內地經濟發展一
杯羹。
杯羹
。
記者李昌鴻 攝

系統按實際負荷和天氣變化，調節中央空調性能表
現，令大廈整體節能達到30%。公司利用自己研發
的永磁馬達技術不但能效果明顯，而且可以減少噪
音及廢熱產生。目前，公司正計劃將該技術應用到
大灣區和內地樓宇，從而拓展內地環保節能市場。
在香港館參展的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LSCM）有關人士鄧小姐稱，公司研發的
“5G遙控倉庫電動堆高車”，以及汽車科技研發
中心（APAS） 的“自動駕駛運載系統（MiniMover）”，均利用各種先進科技，如 5G、深度
學習及傳感器等，在不同的工作環境節省資源並
提高效率。

自駕運載系統降本增效
其中，“5G 遙控倉庫電動堆高車”使用 5G
提供高速、低延遲的數據傳輸，讓工作人員可遙
距操作多部堆高車；“自動駕駛運載系統”則可
規劃合適路徑避開障礙物，自動運送貨物。上述
這些技術可以較好幫助製造企業及物流、倉儲等

●謝芸芸表示，公司推出
的三維數據應用於香港機
場和北師大等項目。
記者李昌鴻 攝

企業實現降本增效。
另一邊廂，乳腺癌發病率居所有女性惡性腫
瘤首位，為幫助廣大女性提前預知乳腺癌的發病
情況，此次高交會在香港館展出的香港生物節律
研究院，研發並推出的“乳腺生物節律檢測系
統”，運用居家設備和AI大數據系統，提供乳腺
癌居家早期預警服務。該項新技術在高交會吸引
許多人的目光。
該公司深圳分公司客服經理吳春燕告訴記
者，公司是一家做居家疾病早篩的科技公司，研
發的乳腺檢測產品，通過兩個小巧的生物傳感器
放在文胸兩側，便能利用細胞代謝熱變化的原理
收集細胞數據，再通過雲端數據對比進行分析，
從而提前作出健康風險提示，可以很好地幫助女
性預防乳腺癌，準確率達85.09%。
吳春燕表示，公司研發團隊在香港，市場產
業化是在蘇州，但在深圳、上海、湖南湘潭也設有
分部。該產品已經在上海售出了一萬多套，其中能
通過數據統計有數千名消費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院在今屆高交會
開設合成生物學、腦科學兩大產業專
展，全自動全封閉細胞製備工作站、
寬帶腦機接口系統、立體定向頭架等
近200項已轉化或即將產業化的創新
成果引人注目。其中，腦所團隊與香
港科技大學聯合研發的新型全腦基因
編輯系統，可治療阿爾茲海默症（又
稱老年癡呆症），為遺傳性腦疾病的
精準基因治療開闢新途徑。
深圳先進院腦認知與腦疾病研
究所所長、深港腦科學創新研究院院
長王立平表示，深港科技合作一直在
持續和延伸，近年最明顯的變化是，
香港科技業界愈發看好兩地科創合作
的未來發展，更看好合作。
他說，深圳先進院和深理工在
腦科學領域組建 72 個高水平科研團
隊，團隊人員近500人，為深圳腦科
學與類腦智能產業發展不斷輸送優質
人才和創新成果。他表示，將努力推
動“創新，創投，創業”，三創合一
融合發展的模式，不斷地結合該領域
學術與產業前沿需求和行業動態，聚
集國內外創新要素，在相關政策扶持
下，持續提升產業配套服務體系。
“樓上”科研人員開展原始創
新活動，“樓下”創業人員對原始創
新進行工程技術開發和中試轉化，科
學家和企業家在一棟樓內交流，既有
效解決初創企業缺乏設施和技術平台
瓶頸，又極大縮短原始創新到產業轉
化的周期。在合成生物產業專展上，
內地首創的“樓上樓下創新創業綜合
體”深圳市工程生物產業創新中心已
入駐包括深圳柏垠生物科技公司、深
圳賽橋生物創新技術公司等在內的
13 家企業，相關企業估值達上億元
（人民幣，下同）。

深港合作 老年癡呆治療有法

為期 3 天的第 23 屆高交會 27 日起在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次組織香港 25 家

在家照顧孩子。辦案民警也很理解我，沒把
藥收走。”李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
後，檢察院決定對李芳不起訴，同時，責令
李芳具結悔過。
11 月，千餘名罕見病患兒家長聯名發表
求助信。信中說，2021年7月以來，各地病友
陸續反映，氯巴占被海關查扣，大量癲癇患
兒面臨斷藥危機。
信中寫道，“我們希望得到政府部門的
重視，給我們一個合法的渠道，讓我們這些
真正需要氯巴占的孩子們，正大光明地吃上
藥。我們願意合法買藥、接受監管，每一個
患兒家長，都不願意冒着‘違法犯罪’的風
險去獲取這些救命藥。”
值得欣慰的是，家長們的求救呼聲，日
前終於得到官方正面積極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2021年12月28日（星期二）

逾30港企攜新技術亮相高交會
雲端技術委員會主席楊智添接受香港文匯

●李芳 網上圖片

患兒媽媽代購代收被送檢

三維數據可視化 5G遙控倉庫車 大數據檢測乳腺癌

業化機會。香港智慧城市聯盟人工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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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2年內“畢業”融資近億

據深圳合成生物學創新研究院
產業創新與轉化中心主任羅巍介紹，
初創企業在“樓上樓下創新創業綜合
體”解決科研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的
“1 到 10”後，即可到距離不到 2 公
里遠的合成生物產業園中獲得更大的
發展空間。如去年 3 月成立的深圳賽
橋生物創新技術公司從創新中心“畢
業”後，今年 5 月入駐合成生物產業
園，目前完成近 1 億元融資，即將完
成數億元的A+融資。

台灣新聞
星期五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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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名胸痛病患擠爆門診
醫：90％都打這款疫苗
（中央社）台灣全面開放所有人打疫苗，只要
符合資格就可以預約接種。對此，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陽明院區胸腔內科醫師蘇一峰說，最近門診被擠
爆，多是打疫苗後胸痛的年輕人，其中 BNT 佔了
90％，遠比打莫德納的人多，短短兩周就來了 100
多人，引起網友討論。
蘇一峰昨在臉書發文表示，最近門診被許多打
疫苗後胸痛的患者掛爆，短短兩周就有 100 多人，
且多是年輕人，不誇張有 90％都是接種過 BNT 疫
苗的患者。
蘇一峰透露，來門診看病的患者中，心電圖異
常的比例不低，大約有 20 至 30％左右，大多數是
心室肥大，少數人安排照了心臟超音波，其中大約
有 10 至 20％出現輕度心臟衰竭、心室肥大與心房
擴大等問題。
貼文引發網友討論， 「急診每天都會遇到打完
BNT 抱怨胸痛的」、 「二女兒打完 BNT2 周後胸悶
氣短，過幾天才好。是否該換疫苗給年輕人」、
「打不打都讓人擔心，真是太為難了」、 「就讀國
二的兒子昨天打完，太太到現在都提心吊膽，一直
問兒子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蘇一峰也在留言處補充，打完疫苗後胸痛的多
是 20 至 30 歲的年輕人，而且多是打第二劑，但也
有少數人是打第一劑。此外，就醫的性別比例，男
生佔了 70％、女生則是 30％。而那些出現心室肥大
的患者多是撐了 1 個多月才就醫，因此來的時候都
有點喘。
蘇一峰說，目前來門診就醫的患者 90%接種
BNT，比起打莫德納的人多很多，治療方式多是先
讓他們回家吃藥，還不至於要住院，且有些患者可
能當初接種第一劑就有相關症狀，只是不太明顯就
沒特別注意。
蘇一峰說，不打疫苗一旦染疫恐變成重症，可
能會有肺纖維化的後遺症，但如果打了則可能出現
副作用，只能說打疫苗本身就是雙面刃，大家可以
審慎評估、自行決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則說，打 mRNA 疫苗
有極罕見的機率出現心肌炎副作用，提醒民眾接種
疫苗後，如果出現急性和持續性胸痛、呼吸急促或
心悸等疑似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症狀，務必要立刻
就醫。

藍貓 「弟弟」 沒有丟
嘉義飼主超狂背景曝光
（中央社）嘉義一位江姓飼主 PO 懸賞愛貓文 50 萬，讓不少
人半夜瘋找貓，後來卻又刪文說，對此，一名女網友卻爆料說，
打電話給飼主才知道貓咪根本沒丟，讓不少網友崩潰大喊 「50 萬
年終飛了！」而今早飼主出面說，弟弟昨晚自己回家了，所以 50
萬獎金沒有送出，而出手闊綽的飼主背景也隨之曝光。
江姓飼主今年 51 歲，家裡務農種黃金果，經濟相當寬裕，
據媒體報導，江姓飼主表示，養短毛藍貓 「弟弟」是因為小孩都
大了，忙於課業，才養貓陪伴太太，昨第一時間發現 「弟弟」走
失，太太傷心得一直哭，因此急 PO 懸賞文。

一名女網友昨深夜在臉書社團《爆廢公社》上發文表示，嘉
義藍貓走失，她打電話詢問飼主狀況，結果對方卻說貓咪找到了
，原來貓咪根本就沒跑出家門，只是藏在家中三樓的房間裡面而
已。聽到這邊原 PO 感歎地說，好險我有先打電話問，否則也打
算半夜出發去找貓咪了。
貼文引起網友熱議， 「才訂台北到嘉義的高鐵票欸」、 「我
都準備好了，卻跟我說藍貓在三樓」、 「50 萬年終飛了」、 「我
才抓一隻貓來訓練，目前聽到弟弟會有反應」、 「限時活動已結
束」、 「不知道多少人提離職了」、 「都買了一隻新的準備送過

去」。
不過，也有網友替飼主緩頰說，發現貓咪不見的時候，主人
肯定都會心急又心慌，應該不是故意要引起話題，只是很希望大
家可以幫忙找回愛貓，沒有要戲耍大家的意思啦！而且如果貓咪
真的是在家裡，也完全沒事，那就是皆大歡喜。
根據《ETtoday 新聞雲》報導，江姓飼主今早表示，弟弟昨
晚自己找到路回家了，所以 50 萬獎金沒有送出。而找隻貓就祭
出 50 萬元，也讓不少人好奇飼主的背景，原來江姓飼主今年 51
歲，在家務農種黃金果，經濟相當寬裕。

帶來經典馬卡龍以及法式檸檬塔，以及最近超夯的巴斯克乳酪蛋
糕，而台中審計新村必吃美食-蛋定蛋塔這次也開拔到中友甜點
展。另外，不僅推出各式西式甜點，深受大家喜愛的金華 61 鴉
片綠豆蒜以及台南中崙粿仔伯再次現身中友甜點展，以滿足喜愛
傳統台式古早味甜點的民眾。
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則與成真咖啡共同攜手送出 200 杯曙
光咖啡，自 1 月 1 日到 1 月 2 日凡大魯閣新時代商場會員皆可用會
員點數 22 點兌換到 「曙光咖啡禮券」一份，內含：原味那堤咖
啡、舒芙蕾優惠券、遊戲愛樂園一小時體驗券，可一次拿到總價
值 425 元的好禮，每日僅限量 100 份，共 200 杯咖啡招待商場會
員。另大魯閣新時代也同步舉辦滿 3000 元送 300 元曙光購物慶活

動，元旦當日會員消費滿 5000 元可再加送電影票一張（限前 30
名）。
另，有鑑於跨年期間氣溫急凍，日曜天地推出 「十大名牌衝
鋒衣外套」特賣，集結十大名牌外套 The North Face、le coq
sportif、 Columbia、 ROOTS、 McKINLEY、 Timberland、 LEVIS
、EDWIN、Hush Puppies、BENETTON，備齊機能衝鋒衣、羽
絨外套等上萬件外套貨量，下殺 2 折起；多款保暖外套千元有找
；且 12 月 30 日到 1 月 2 日限定加碼，買外套加 990 元多一件品牌
衝鋒衣，滿足民眾在春節前添購保暖冬衣、新年行頭的需求。

中台灣百貨迎跨年 甜滋滋、暖呼呼喜迎2022
（中央社）送別 2021、迎接 2022 跨年連續三天假期，中台
灣百貨也推出一系列跨年活動迎接人潮，其中中友百貨盛大舉辦
「夢幻甜點展」，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將送出 200 杯曙光咖啡
，而日曜天地舉辦 「十大名牌衝鋒衣外套二折起特賣」，要讓消
費者甜滋滋、暖呼呼的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舉辦第五年的中友夢幻甜點展，在眾多粉絲敲碗之下即日起
到 111 年 1 月 11 日在 C 棟 13F 大廳夢幻開展，此次集結 31 家超人
氣名店，包括日本、法國、英國、義大利等各種甜點美食，每一
家都是時下最具話題性的品牌，不僅好吃又好拍！
中友百貨企劃處經理簡聰政表示，中友夢幻甜點展每年都吸
引大量人潮，這次首度邀請網紅名店 Le Reve des Envies 法．黑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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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形同陌路
多少婚姻，在沉默中消亡

俞飞鸿曾经说过：“两个人
在一起的孤独，比一个人的孤
独更悲伤。”
婚姻中的两个人，本应该是
相互契合的灵魂。我们对对方
，应该是无所不谈，亲密无间
的。
如果我们与对方不亲近也不
沟通，这样不像一对夫妻，更
像一对“灵魂出窍”的合租伙
伴。
可是，当今社会有些夫妻的
婚姻，却处于种种原因，在婚
姻里开始变得“沉默”。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

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
话，我认为在婚姻里，也同样
适用。
婚姻里，相爱的两人的需要
沟通、互动，夫妻，本就应该
亲密无间。
有位读者，她说自己和丈夫
都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每
天两个人见面的时间也很少，
几乎不怎么说话，两个人有什
么事也习惯自己憋着。她感觉
这段婚姻，两人开始形同陌路
，似乎要走到尽头了。
我想说，婚姻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经营的。不管我们是为了

什么，或者有多忙，夫妻之间
必不可少对亲密和沟通，一定
不能缺少。
一定不能让婚姻，在沉默中
消亡。
“婚姻需要沟通和互动”
纪伯伦曾经说过：“一场争
论可能是两个心灵之间的捷径
。”
在婚姻里，我们有什么都需
要沟通。即使是对方的错误，
也要及时提出来。互动在婚姻
里，也十分重要。两个人一些
亲密无间的小举动，也是增加
感情的捷径。

在 《 妻 子 的 浪 漫 旅
行 》 这 部 综 艺 里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应 采 儿 和
陈小春之间的互动。
有 时 候 是 突 然 一 下
亲 亲 ， 有 时 候 是 突 然
一 下 捏 脸 。 就 这 样 一
些 小 小 的 互 动 ， 包 含
着 两 个 人 浓 浓 的 爱 意
。
还 有 当 陈 小 春 有 什
么 做 得 不 对 的 地 方 ，
总 是 会 收 到 老 婆 大 人
的 “ 批 评 教 育 ” ， 然
后 低 头 像 个 小 孩 一 样
可 怜 兮 兮 请 求 原 谅 。
简 直 是 对 单 身 狗 们 的
暴击啊！
陈 小 春 也 说 过 ， 不
管 怎 样 都 没 有 想 过 离
开 妻 子 ， 两 个 人 出 现
的 时 候 会 摆 在 桌 面 上
去 沟 通 。 所 以 这 么 多
年 来 ， 两 个 人 感 情 一
直都很好。
婚 姻 就 是 这 样 ， 需
要 一 些 亲 密 无 间 的 小
互 动 ， 这 样 的 的 小 互
动 ， 却 承 载 了 对 对 方
浓 浓 的 爱 意 。 同 样 的
， 婚 姻 需 要 两 个 人 的
沟 通 ， 如 果 两 个 人 发
生 了 什 么 ， 却 不 及 时
沟通，就会导致问题越来越多
，最后“爆炸”。
“沉默让两人形同陌路”
有些人在婚姻出现问题时，
不去沟通解决，却选择了沉默
。
沉默就像“温水煮青蛙”，
看似不痛不痒，却慢慢葬送了
我们的婚姻。婚姻，不是“寂
静之地”，它只会在沉默中消
亡。
庾澄庆和伊能静两个人，曾
经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两个人的恋情被十分看好。但

是后来，两个人分隔两地，又
出了一些事情。又常常由于工
作聚少离多，缺少沟通，逐渐
把矛盾越扩越大。最后两人也
是形同陌路。
还有梅婷与鄢泼长年在不同
的两地工作，长时间不能见面
，两人在出现问题时，也很难
安安静静坐下来沟通。最后，
只能选择沉默。最终结果，就
是两人分道扬镳，形同陌路。
本来幸福的伴侣，最终在沉
默中消亡课感情。
不管是感情还是婚姻，一旦
选择沉默，感情的讯号就得不
到回应。出现矛盾后，让矛盾
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使我
们对感情的失望情绪逐渐升级
。当矛盾越来越多，感情就开
始被削弱。所以缺少沟通选择
沉默的两个人，最终会形同陌
路。
“别让沉默夺走我们的婚姻
”
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
男主回家后倒头就睡。女主一
天只能见到丈夫一次，更别说
沟通和互动了。最后这段婚姻
死气沉沉，两个人都选择了沉
默。后来婚姻里大大小小的矛
盾越来越多，两人也没有去沟
通和解决。最后的结局还是离
婚收尾。
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总是
以各种借口，去回避互动和沟
通。当我们一直沉默时，两人
慢慢形同陌路，婚姻也在不知
不觉中，陷入了危机。
当我们在婚姻中选择沉默，
就等于选择了放弃这段婚姻，
最终，两个人的结局就是形同
陌路。婚姻中的两个人，本应
该就是亲密无间的。一些小小
互动，更能增加我们的亲密感
，增进我们的感情。同样，出
现问题时，我们要学会去沟通
，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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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www.gmccloa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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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EX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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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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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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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82-086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