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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舊金山19日綜合外電
報導）彭博記者今天在社群媒體推特
（Twitter）發文表示，推特的高層
主管告訴員工，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執
行長馬斯克開價440億美元收購推特
的交易持續按計畫進行，且不會重新
議價。

路透社向推特和特斯拉（Tesla
）尋求置評，兩企業皆尚未回應。

彭博（Bloomberg News）今天
報導，推特高層在全體員工大會上表
示，以440億美元（約新台幣 1兆
3000 億 元 ） 將 推 特 賣 給 馬 斯 克

（Elon Musk）的交易程序持續進行
中，他們也不會重新協商已同意的每
股54.20美元收購價。

出席會議人士透露，推特首席律
師暨政策主管蓋德（Vijaya Gadde）
在會中表示，目前 「沒有交易暫停這
種事」 。

她是反駁馬斯克的談話。馬斯克
過去一週說，他正讓交易程序暫停，
等待獲知更多有關推特上機器人帳號
和垃圾郵件帳號數量的相關資訊。

推特股價今天應聲勁揚約2%，
一反稍早一度下挫達1.7%。

傳推特高層告訴員工傳推特高層告訴員工 馬斯克收購交易按計劃馬斯克收購交易按計劃進行進行
（（路透社路透社））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拉上鐵門拉上鐵門--157157年美國學院永久關門了年美國學院永久關門了

（綜合報道）緬甸外交部就對英國、澳大利亞外交關係相關，進行了公
開回應。關於英國、澳大利亞降低對緬外交關係等級一事，緬甸外交部表示
，將採取必要回應。

緬甸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英國將對緬外交關係降級後，外交部拒絕了英
國駐緬外交代表的大使履任函，按照外交政策不能接受其作為臨時代辦進入
緬甸。緬方已經通知了英國，會考慮其他候選人前來緬甸。

此外，澳大利亞政府也將對緬外交關係進行降級，在澳大利亞駐緬大使
館大使期滿離職後，澳大利亞方面表示會派遣級別較低的代表代替駐緬大使
。緬甸外交部負責人表示，緬方接下來也會依據外交政策，向澳大利亞派遣
臨時代辦代替駐澳大利亞緬甸使館大使。

國家管理委員會宣傳部發言人左敏通少將表示，是否降低外交關係等級
，是他們自己的立場。因此，緬甸會按照外交政策開展工作，採取必要的回
應。

國際消息，2021年2月1月至今，澳大利亞國家已經為500多名緬籍人
士提供政治庇護。從澳大利亞內政部發布的官方消息中得知，自2021年2月
1日以來，澳大利亞政府為近千名緬籍人員簽發了庇護簽證。

位於伊州林肯市的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 在經過了157年的經營教育之後不幸拉上
鐵門永久關門了, 相當令人錯愕與難過!

在歐美各國以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為命名的學院不計其數, 包括英國牛津大學
鼎鼎大名的林肯學院在內, 但位於林肯市的這所林肯學院卻是道地位於林肯的故鄉, 是他生
前親自欽定認可的院校，並選在1865年他的生日當天破土動工創立，是少數被美國教育部
認定是以黑人為主的大學,林肯總統發跡之前就在這裡擔任律師，所以林肯學院對他有血濃
於水的感情, 只是在他逝世後，這個學院逐漸式微，以致於落到關門地步, 林肯總統若地下
有知恐怕也會執筆而三嘆也!

林肯學院的末代校長戴維•格拉赫曾表示，在經過新冠疫情的影響後,該校入學人數已
呈下降趨勢，但去年12月的一次勒索軟件攻擊摧毀了該校計算機系統。格拉赫說，在學院
支付贖金後，服務得以恢復。但此時招生人數並未增長——這使學院無法在財務上維持下去
, 於是他向社會發出無奈訴求: 如沒有5000萬美元的注資，學校將關閉, 由於得不到各界反
應, 該校竟也像一般市井小民一樣透過一個互助救濟的社群網址GoFundMe成立了求助網
頁 , 但最終依舊募不到任何基金, 最後不得不關閉倒閉結束了經營!

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這說明教育是一種長久規劃的工作，林肯學院經營超
過100年, 但並沒有作育出英才, 因沒有傑出校友，也聘請不到傑出教授, 再加上這個學校,的
學生全是非裔黑人, 並沒有達到種族調和與融合地步, 當然阻斷了多族裔學生入學的意願, 非
裔學生教育水平一向低落, 這並非各界故意貶抑他們, 而是各項成績所展現出來的真實現象,
林肯學院當然也不例外, 由於學習環境與學生素質都不理想，所以之所以會關門, 真正的原
因並不是如校長所說的是深受疫情的影響, 和籌募不到教育基金, 主因當然是學校沒有號召
力, 在一般人心裡總懷有一種”救急不救窮”的觀念, 而林肯學院的狀況顯然就是”既窮又
難” ，再多的錢顯然也是救不回來了!

安息吧,林肯學院, 但願將來有心創辦教育者, 能以林肯學院的失敗為戒, 扎實學校的教育
工作才是經營學校的成功之道!

緬甸外交部公開回應英國緬甸外交部公開回應英國、、澳大利亞對緬外交降級澳大利亞對緬外交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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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接連反擊普京接連反擊：：追回追回30003000億外匯億外匯
2727買家用盧布買氣買家用盧布買氣

【綜合報道】儘管美國自身的金融霸權已經處於難以為繼的狀態，但是美國
依舊整日揮舞著“美元大棒”，威脅自己的競爭對手。然而，從俄烏衝突爆發以
來，美國使用霸權工具的實際情況來看，美國的“美元大棒”在“絕地反擊的盧
布”面前似乎表現有些疲軟。

根據莫斯科交易所數據報導，截至當地時間5月20日10時，美元對盧布的
匯率跌破49，這表明當前盧布的價值處於2018年以來的最高值。同時，歐元對
盧布的匯率跌破61，盧布相對於歐元的匯率處於2017年以來的歷史高位。

可以說，美元體系下的製裁工具非但沒有摧毀盧布，反而是“成就了”盧布
。俄烏衝突爆發之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國家向俄羅斯實施了上萬項的製裁
，試圖對俄羅斯經濟構成重大打擊。

這種制裁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盧布曾經一日之內暴跌30%。隨後，莫
斯科方面採取反擊，宣布以盧布結算俄羅斯天然氣出口貿易，將盧布與天然氣貿
易直接綁定。歐洲那些參與美國主導的聯合製裁的國家只能通過盧布從俄羅斯方
面獲得天然氣。當前盧布價格逐漸回升，成為市場之中表現相當“堅挺”的貨幣
。

俄氣公司表示，當前西方陣營國家之中已經有27位“客戶”向俄羅斯低頭
，開設盧布賬戶以購買俄羅斯天然氣，在這之前俄氣的歐洲客戶一般都只用歐元
或者美元進行天然氣的結算。

根據能源行業的估計，借助於國際市場之中堅挺的油價和天然氣價格，俄羅
斯事實上可以迅速從國際市場之中“回血”——即便是計算上西方制裁對俄羅斯
造成的所有損失，俄羅斯今年可能還能通過能源貿易“小賺一筆”。

當然，對於已經被西方國家無端凍結的資產，俄羅斯也沒有停止維權的行動
，當前俄羅斯已經提出訴訟，要求追回被西方凍結的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此招一出，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不得不表示，當前美國對俄羅斯資產實施扣押凍結
的行動實際上並不完全符合相關國際法規。

突然之間，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攻守之勢”就變了，白宮似乎成為了黔驢
技窮的一方。

當前，俄羅斯的反擊還在繼續。挪威頂級大宗商品研究公司Rystad Energy
警告，隨著俄烏衝突導致歐洲能源安全的惡化，當前市場之中的緊張情緒將會繼
續推高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這可能會導致天然氣價格再在當前的基礎上上漲2倍
。

如果不使用俄羅斯的天然氣，當前歐洲根本不可能從第三方那裡獲得足夠的
液化天然氣來滿足需求。對於生產商而言，當前高企的價格使得他們根本不可能
實現持續的供應。儘管歐洲已經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在近年之內努力下
降對俄羅斯天然氣產品的依賴程度，但是當前市場方面對此的反應並不積極，因
為歐盟事實上並沒有做好準備在短期內實現能源轉型。

說到底，在貨幣的價格體系走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與貨幣價格相關的就
剩下國家信譽、國家強制力以及維持貨幣“流量”的大宗商品貿易。當前俄羅斯
將盧布與天然氣綁定的做法，使得盧佈在暴漲的天然氣需求下維持堅挺的價格。
相比之下，美國卻在迅速喪失與中東產油國家、俄羅斯之間的良好關係，這使得
美元對於石油價格的影響力在逐漸下降，再加上白宮對於自身國家信譽的透支，
當前國際資本市場對於美元的期望值正在迅速下降之中。

當前莫斯科很有“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在對波蘭和保加利亞實施天然氣禁
運之後，芬蘭也被列上了俄羅斯天然氣的禁運名單，原因是芬蘭拒絕使用盧布購
買俄羅斯天然氣。基於同樣的原因，當前俄羅斯已經停止向芬蘭提供電力補充。

在俄羅斯的連續出手之下，芬蘭不得不與瑞典方面加強合作，根據芬蘭國家
電力部門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的估計，這將使得芬蘭方面的能源成本略
微上升。

從當前態勢看，儘管美元霸權的餘威仍在，但歐洲內部的分裂已經有了“苗
頭”。反俄、挺烏背景下歐洲各國反應差異明顯。儘管在譴責俄羅斯上歐洲各國
高度一致，但其具體立場和應對政策差異頗大。

第一類如英國、波蘭及波羅的海三國等，對俄製裁和對烏輸送武器出手果斷
、堅決。英國此次表現異常搶眼，甚至超越美國，試圖藉此奠定其脫歐後“全球
英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與俄既有舊恨又有新仇的波蘭甘當反俄先鋒；波羅的
海三國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均因唇亡齒寒的安全憂慮而迅速行動。

第二類如法、德等國，不僅在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上嚴重依賴俄羅斯，而且
作為歐盟核心和歐洲“戰略自主”的發起者，法、德充分認識到俄羅斯是搬不走
的鄰居這一現實，長期以來在歐洲安全大思路下堅持對俄尊重與接觸、和解的方
針，儘管面臨民意壓力和美、英的政治正確的道德綁架壓力，但仍表現得頗為猶
豫和相對溫和。

第三類如匈牙利、塞爾維亞兩國，此前相對親俄，譴責但不參與製裁。匈牙
利的歐爾班本是歐盟中的特立獨行者，與普京私交甚篤，因烏政府對其境內的匈
牙利裔居民不友好等而主張中立；塞爾維亞則有北約轟炸南聯盟的舊賬未了。第
四類如瑞典和芬蘭，均為中立國，但在此次俄烏衝突中不僅公開為烏提供武器，
而且不顧俄羅斯的威脅和警告，將加入北約提上議事日程。

總而言之，俄烏衝突如果長期持續，歐洲將成為其自身所不願看到的美、俄
角力場，並留下長期無法癒合的傷口；而美國也好不到哪裡去，為了讓保持對歐
洲的控制，拜登必須持續不斷地追加資源投入，進一步透支美國的國家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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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地

要聞

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546万余元的受贿案件

背后，竟隐藏着一条“自洗钱”犯罪线索。

今年3月29日，经浙江省海盐县检察院依法

追加起诉，法院以受贿罪、洗钱罪一审判处原浙

江省环境保护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高峰有期徒

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元。

毫无技术却获赠“技术股”

高峰曾担任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辐射环境管

理处处长，手握全省辐射项目监管、辐射安全许

可证审批等重要职权。为了让手中的项目能够顺

利获批,一些有求于他的人便用各种方式送礼，李

祥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在高峰的关照下，李祥负责的某辐

射项目顺利验收，李祥心存感激，两人关系日渐

熟络。两年后，李祥因想让正在筹备的某环保项

目在浙江落地，便再次找上高峰，希望对方在项

目协调、审批等过程中给予帮助，同时也表达了

一起“合作经营”的想法。

高峰觉得这事靠谱。此后，为了帮助该项目

落地，他主动上下协调、积极对接，可谓尽心尽

力。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该项目最终未能在浙江

落地成功。

但为了兑现前期“合作”的承诺，也为了

长远考虑，李祥仍以“技术股”名义赠送了高

峰该项目6%左右的“干股”，折合人民币124

万余元。

李祥只是众多行贿人之一。从 2007 年至

2017年间，高峰先后利用担任浙江省固体废物

监督管理中心主任、浙江省环境保护厅辐射环

境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

他人贿赂财务共计价值人民币1546万余元，并

在环保项目承接、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等

方面为他人谋利。

安排自己哥哥充当受贿“工具人”

“高峰受贿时间长达10年，受贿多达数十次

。在这些受贿款中，会不会暗藏洗钱犯罪线索？

赃款有没有被‘漂白’？”

今年1月，海盐县检察院提前介入县监委调

查的高峰涉嫌受贿案件，办案检察官察觉到该案

极有可能存在洗钱犯罪，立即启动洗钱犯罪线索

“一案双查”。

通过与县监察委沟通对接，检察官迅速展开

核查，除仔细审查高峰的受贿犯罪事实外，对可

能涉及洗钱犯罪事实的漏犯、漏罪、漏财情况进

行同步审查，全面仔细复核证人证言，以“求极

致”精神审查受贿款的去向及转移过程。

“‘干股’卖了后的资金，是转到我哥哥卡

里的，后来转到公司用来还债了。”高峰笔录中

的这一句话引起了承办检察官柏水英的警觉。这

笔赃款是怎么转到公司的呢？其中是否涉嫌洗钱

？带着这些疑问，柏水

英列出了补证意见，建

议监察人员对该笔赃款

的流向展开调查。

“只要涉及上游犯罪

，就要多留个心眼儿，

对案件是否涉嫌洗钱罪

的可能性进行分析研判

，让隐蔽的罪行无所遁

形！”柏水英对《方圆

》记者说。洗钱犯罪的

核心是对资金性质进行

清洗，资金流转是洗钱

犯罪的最终表现形式。

经调查后发现，原来

，为了逃避追查，高峰

在收受“干股”时，便

已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

，他安排自己哥哥出面

代为持股，还借用他哥

哥账户对接相关资金往

来，从而让自己在收受

“干股”这件事上得以

完全脱身。

2021年 6月，高峰为

缓解资金压力，将上述

“干股”全部出售给李

祥团队人员，得款的124万余元经安排直接打入

了他哥哥的账户。

“钱款打入了他哥哥账户，只能说明高峰

利用他哥哥出面代为收受贿赂，要想查明高峰

是否有‘自洗钱’犯罪行为，必须对该笔赃款

的资金流开展全链络调查。”柏水英告诉《方

圆》记者。

5次转账“洗白”赃款

经自行补充侦查后查明，高峰哥哥收到这笔

款项后，根据高峰的指令，次日便全款转账给了

乙公司管理人员王云。紧接着，王云以个人偿还

公司债务的名义将赃款又全额汇入了甲公司对公

账户。

5日后，甲公司又以支付公司间资金往来款

的名义，将包含赃款在内的300万元资金打入了

乙公司的对公账户，最终被乙公司转账给他人归

还债务。在上述转账过程中，赃款先后与甲、乙

公司日常营业资金相混同，其真实来源和性质已

难以辨识。

甲乙两家公司跟高峰又是什么关系呢？进

一步调查后检察官得知，高峰名义上虽与甲、

乙公司无任何关系，但事实上他是两家公司背

后的实际控制者，赃款的转移也均是在他的安

排下进行。

经此，这笔124万余元赃款以公司、个人间

正当债务清偿为名，在短时间内经历了高峰哥哥

、王云、甲公司、乙公司、债权人5个账户的流

转，通过账户转移和资金混同，已完全被“洗白

”。

“贪污贿赂犯罪一般存在较为长期的持续状

态，为了能安全利用、处置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贪腐人员极有可能会进行掩饰、隐瞒

行为来掩盖赃款的来源和性质，所以这类群体是

洗钱犯罪的高发人群。”柏水英向《方圆》记者

介绍。

根据 2021 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新增“自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的规定

，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上游犯罪分子实施

犯罪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不

再作为后续处理赃款的行为被上游犯罪吸收，而

是单独构成洗钱罪。

当被告人实施了上游犯罪的同时，掩饰、隐

瞒资金的流向，即把赃款“漂白”，在此过程中

，不仅构成上游犯罪的行为，同时也构成“自洗

钱”，即构成洗钱罪，洗钱罪和上游犯罪要数罪

并罚。

“为了深入挖掘洗钱犯罪，我们第一时间锁

定资金流向，精准界定行为性质。通过调取银行

转账记录、财务账册、证人证言等，深入追踪涉

案资金去向，分析研判赃款来源、性质转变过程

，全面查明洗钱犯罪事实。”柏水英对《方圆》

记者说。

海盐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高峰为逃避追查，

不仅让哥哥出面代为收受贿赂，更是通过多个账户

转账、与公司资金相混同等手段掩饰、隐瞒受贿犯

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其行为构成洗钱罪。

追诉“自洗钱”犯罪

“检察官，我只是将受贿款通过他人账户转

移而已，这种情况之前都只定受贿的，怎么现在

还要定洗钱罪呢？”面对洗钱罪的指控，高峰最

初有诸多疑虑。

为让高峰打消疑虑，检察官详细向对方讲解

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洗钱罪的内容。经过

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高峰对洗钱罪的指控心服

口服，并表示对受贿罪和洗钱罪均自愿认罪认罚

。最终，在高峰的主动要求下，其家属代为退出

1546万余元的全部赃款。

因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海盐县

检察院于3月7日在起诉高峰犯受贿罪的基础上

，直接追加起诉其洗钱罪。

3月29日，高峰受贿、洗钱案在海盐县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海盐县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法院当庭宣判，最终认定被告人高峰犯受贿罪

、洗钱罪，两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元。

124万元赃款是如何被“洗白”的



俄稱已完全控制馬里烏波爾亞速鋼鐵廠俄稱已完全控制馬里烏波爾亞速鋼鐵廠
【綜合報道】俄國防部表示，亞速鋼鐵廠的最後一批烏克蘭守軍已經向俄軍投降，累計2439

人。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20日在國防會議上表示，俄羅斯下一步的軍事動作重點是要改善西部
軍區的作戰結構。

俄國防部：馬里烏波爾亞速鋼廠最後一批烏軍投降
俄烏戰事爆發至今，已經整整12個星期。俄國防部發放視頻，展示俄軍的武器及戰鬥準備工

作。
南部馬里烏波爾的戰事已告一段落。俄羅斯國防部表示，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完全控制馬里

烏波爾亞速鋼鐵廠，廠內最後531名武裝人員投降。自4月21日以來被圍困，烏克蘭武裝人員目
前已經全部解放，共有2439名人投降。

俄媒報導，投降人員當中包括亞速營兩名正副指揮官普羅科彭科及帕拉馬爾。兩人早前發放
視頻，表示根據首都基輔的命令，為了保存力量部隊已停止戰鬥，平民和傷兵已從鋼鐵廠撤離，
死亡士兵的遺體也已移走。

而在東部戰線盧甘斯克的北頓涅茨克持續受到俄軍砲擊。烏軍錶示，俄軍曾企圖重新奪回佔
領區但沒有成功。俄羅斯防長紹伊古表示，全面控制盧甘斯克地區的行動接近尾聲。

克里姆林克發言人佩斯科夫也表明，烏克蘭與東部地區親俄武裝分子過去達成停火的《明斯
克協議》已不復存在，也不再可能出現，因此俄方不會再與烏方召開類似“諾曼底式”的高峰會
，商討解決烏東地區的問題。

另一方面，芬蘭國有天然氣批發商加蘇姆公司20日發表聲明稱，俄羅斯將於21日起停止向
芬蘭輸送天然氣。芬蘭當局表示，天然氣僅佔當地能源結構的5%，將從其他來源尋求供應。俄
羅斯電力公司也表示，將於同日停止向芬蘭輸送電力，理由是芬蘭未有付費。
俄防長：改善西部軍區的作戰結構是重點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20日說，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前夕，烏克蘭當局冒險奪取蛇島但並
沒有成功，俄羅斯武裝部隊消滅了烏克蘭武裝部隊精銳部隊的50多名軍人以及多架直升機、無人
機等等。紹伊古表示，俄羅斯將與頓巴斯民兵一起擴大對頓巴斯領土的控制，截止目前，已有
1908名民族主義分子投降，並有月137萬平民撤離到俄羅斯。

俄羅斯國防部長 紹伊古：“盧甘斯克的解放已接近完成。烏克蘭武裝部隊試圖拖延俄羅斯軍
隊的進賬，不讓當地居民離開城鎮，用他們作為人盾。基輔政權在‘實地’遭受失敗，試圖在某
些領域至少取得短期成功，並將其視為大型領域。”
紹伊古表示，美國和北約不斷增加在邊境附近的作戰和戰鬥訓練規模，並在北極、西部和西南部
3個戰略地區部署部隊，同時，芬蘭和瑞典也提交了加入北約的申請，這導致西部的緊張局勢持
續加劇。

俄羅斯國防部長 紹伊古：“在過去八年中，美國戰略轟炸機在歐洲的飛行強度增加了15倍
，從每年3次增加到45次。美國船隻攜帶導彈武器訪問波羅的海已經變得系統化。僅今年一年，
在加里寧格勒地區附近，他們就執行了六項任務，並進入了擬議的巡航導彈發射區。自2016年以
來，客觀控制系統已經揭示了24個這樣的事件。”

針對西部邊境的戰略威脅，紹伊古表示，俄羅斯將採取適當的反制措施，到今年年底，西部
戰區將形成12個軍區和分區，併計劃向西部供應超過2000個現代化武器和軍事裝備，同時將加
大對該戰區的軍事演習頻率和演習強度。
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開展以來，為應對西方國家的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制裁，俄羅斯
無論是在國防部署上，還是在穩定國民經濟上，一直都在積極調整反制措施，確保國家能在戰爭
時期平穩過渡。

英國蘇格蘭首席部長新冠檢測呈陽性英國蘇格蘭首席部長新冠檢測呈陽性
日本日本66月起單日入境人數放寬至兩萬人月起單日入境人數放寬至兩萬人

(綜合報道）因廣泛使用的居家篩檢結果通常不會匯報給衛
生機構，目前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肯定存在漏報現象。報導援引美
國政府官員和專家的觀點稱，預計美國南方夏季期間病例數將會
激增，可能比2021年夏季更糟。今年秋冬，仍有可能因奧密克

戎毒株新亞型的流行，全美再次出現單日百萬例確診病例數的
景象。若沒有國會撥款，民眾將難以獲得足夠劑量的疫苗。

巴西全民健康研究所20日發布數據稱，實驗室在分析了
2022年2月1日至5月14日期間的221643次核酸檢測結果後，
發現新冠檢測的陽性率從4月16日當週的8.5%上升到5月14日
當週的23.6%，各年齡段的陽性率均有所上升。
歐洲：英國蘇格蘭首席部長新冠檢測呈陽性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英國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當地時間
20日在社交平台稱，自己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法國公共衛生部門當地時間2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當
天下午，法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2931.5萬例，24小時
新增24332例；累計確診死亡病例超過14萬例，24小時新增死
亡病例68例。

法國《迴聲報》網站19日刊發題為《法國疫情造成比正常
時期多近10萬人死亡》的文章。文章稱，法國一直在關注可直
接歸因於新冠的死亡人數，估測疫情期間相對於正常時期的
“超額死亡”。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所當地時間19日公佈
的數據顯示，法國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間有9.5萬人“超
額死亡”。

俄羅斯衛星通訊20日報導稱，俄羅斯對新冠病毒的群體免
疫力水平為36.8%，第一劑新冠疫苗接種次數超過9130萬人次
，兩劑疫苗接種次數為8730萬人次。

亞洲：日本6月起單日入境人數放寬至兩萬人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20日宣布將進一步放

寬入境限制，從6月1日開始把單日入境人數上限從現在的1萬
人放寬至2萬人。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報導，日本政府20日決定，從5月25日
起將面向60歲以上人群及18歲以上有基礎疾病或重症化風險較
高的人群，實施第四針新冠疫苗接種。

韓國政府20日宣布，新冠肺炎確診者隔離政策延長至6月
20日。韓國相關政策規定，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隔離7天。上月
15日，韓政府發布“後奧密克戎時期應對計劃”，計劃於5月
23日取消這一政策。此後，韓國防疫部門在評估了疫情形勢和
對未來形勢做出預估後，20日決定繼續延長新冠確診者隔離政
策。

泰國外交部20日向媒體證實，泰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敦•
帕馬威奈感染新冠病毒，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據泰國媒體報
導，敦於5月19日上午進行一次抗原試劑盒檢測，當晚進行了
一次核酸檢測，結果均呈陽性。此前，敦已經接種了4劑新冠疫
苗。
非洲：南非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90萬例

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19日公佈的數據顯示，該國24小時
內新增確診病例7238例，累計確診超過390萬例；新增死亡病
例12例，累計死亡超過10萬例。

對此，南非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資深研究員里德萬•蘇利
曼說，本次由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亞型BA.4和BA.5導致的疫
情高峰已經到來，不過與前幾次高峰相比，本次住院人數和死亡
人數大幅下降。

非洲疾控中心副主任艾哈邁德•奧格韋爾19日表示，伴隨
非洲大陸新冠病例增加，“在可預見的未來，非洲出現新冠病毒
新變異毒株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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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云是茅岩河第一个大学生。大学刚毕

业，秀云就婉拒了省城多家单位和企业伸出

的橄榄枝，毅然回到家乡。

回家当晚，秀云爹重重地吸了口旱烟，

对秀云说：“你老大不小了，你大山叔又催

得紧，你这回该答应爹，和你阿忠哥把婚事

办了吧！”

秀云爹和阿忠爹从小一块长大，在秀云

和阿忠还在蹒跚学步时，一次酒酣耳热之际

，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为秀云和阿忠定下娃

娃亲。秀云爹原本只当作一句玩笑话，没想

到阿忠爹却当真了，逢年过节，都会按礼数

带着阿忠上秀云家。

年幼无知时，秀云还经常屁颠屁颠跟在

阿忠屁股后头跑来跑去。待她初谙人事后，

便开始有意无意回避阿忠，尤其上了大学，

秀云更加认为娃娃亲很荒唐，决定找合适的

机会把婚约推掉。

见爹又提这一茬，秀云轻声说道：“爹

，我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一直把阿忠当

哥哥，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秀云爹被秀云一激，老脾气就上来了，

大声吼道：“我们茅岩河人说出去的话，没

有不算数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秀云委屈得说不出话，捂着嘴跑进了自己的

卧室，趴在床上呜呜哭了起来。

其实，秀云心里早就装了另一个人，那

个人名叫阿东，是她的大学同学。阿东同样

喜欢秀云，也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但是

阿东志在大都市，

秀云的梦想是回到

茅岩河，加之和阿

忠的关系还没理清

，秀云婉拒了阿东

的追求。

第二天清晨，一

轮红日从茅岩河一

侧的山头冉冉升起

，茅岩河水在朝阳

的映照下，泛着红

光，吐着岚气。秀

云心事重重地来到

岸边，站在一块开

阔的大石头上，对

着茅岩河唱起山歌

，用独有的方式倾

诉心事，歌声中夹

杂着一丝丝不易觉

察的伤感。

唱完一曲山歌，

秀云偷偷拭擦掉眼

角的泪水，决定暂

时放弃儿女情长，

一心一意追求自己

的梦想。

茅岩河两岸生长

着一种奇特的藤条植物，如果将藤条上的叶

片采摘回来一晒炒，树叶上会长出很多像霉

一样的白色物质，茅岩河人称它为茅岩莓。

也不知从哪个时代开始，茅岩河的大夫开始

用茅岩莓治疗咽炎等疾病，疗效显著。久而

久之，茅岩河人都喜欢以茅岩莓为茶，常年

用开水泡着喝，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

秀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坚持放弃省城优

越的条件和阿东，是因为与茅岩莓有关。国

家政策越来越好，也给一些山珍带来机遇，

她的梦想就是回到茅岩河推广茅岩莓，让更

多的山外人知道茅岩莓，了解茅岩莓，从而

将茅岩莓推向全中国，直至推向全世界。

主意打定，秀云一门心思扑在茅岩莓的

种植、培育和制作上。不过一有闲暇时间，

她都会跑到茅岩河边，凝望着对岸省城方向

。只有秀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她始终放不

下阿东。

好在秀云爹此后再没催婚，秀云可以全心全

意开展茅岩莓茶推广工作。其间，阿忠甘做

秀云的助手，陪着秀云邀请专家上门指导，

到有关部门送检茅岩莓茶样品并办理相关手

续，还扛着大包小包茅岩莓一家商店一家商

店跑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秀云和阿忠再

也没有了以前的拘谨，乍一看，还真像一对

情深意浓的情侣。

这天，秀云又一次一个人来到河边发呆

。

突然，河中的渡船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竟然是阿东！秀云以为自己在做梦，

当她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才知道一切

都是真的，眼泪瞬间淌满脸颊。

在带阿东回家的路上，秀云有些害羞地

问：“你怎么来了？”阿东告诉秀云说，秀

云回家后，阿东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一份不错

的工作，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秀云，于是靠

疯狂工作迫使自己忘记秀云，心情烦闷时还

染上了烟瘾。长期加班、抽烟，咽喉自然落

下毛病。后来公司一个喜欢阿东的女孩给阿

东捎了一包茅岩莓茶，阿东品着熟悉的味道

，闻着熟悉的香气，往事被连根拔起——在

大学时，秀云经常给同学们捎带自家的茅岩

莓茶，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阿东就是喝着秀

云的茅岩莓茶，慢慢喜欢上秀云的。阿东后

来坚决辞掉工作，背着简单的行囊一路打听

往茅岩河赶，他决定和秀云一样，把推广茅

岩莓茶当作一生的事业，无论成败，无怨无

悔。

秀云感动得流下眼泪，嗔怪说：“你真

傻！”

阿东的出现，打破了茅岩河的宁静，大

家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看待他。秀云爹虽然没

有明说什么，却整天对阿东没有好脸色。

阿忠一家人就更不用说了，不但串门更

加频繁，还对阿东横眉怒对，但两家虽有婚

约，却没有成婚，阿忠一家拿阿东没办法。

秀云可不管这些，心里头美滋滋的，茅

岩河畔又响起了动听的歌声。

阿东也不计较，对茅岩河的每个人都一

脸笑。阿东对茅岩河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每

天在秀云的陪伴下，徒步在茅岩河的山山水

水间。他要么和大家一起采摘茅岩莓叶，要

么和大家一起制茶，深深喜欢上了茅岩河的

一切。

在游山玩水的同时，阿东没忘了与秀云

商议如何让茅岩莓飞得更远。阿东和秀云首

先制作了一个网站，让茅岩莓茶通过互联网

走向全国各地。随后，阿东提议成立一个茅

岩莓种植合作社，所有的茅岩莓茶由合作社

统一管理，统一制作，统一推广，统一销售

。通过这些天的相处，茅岩河人已经认定阿

东是个善良、有主见、有头脑的人，他的提

议立即得到大家的拥护，合作社很快宣告成

立。

阿东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在城里成立一个办

事处，让茅岩莓茶的宣传、推广和销售步入

快车道。在城里设办事处，秀云也想過，毕

竟扛着大包小包一家一家跑，不但别人不信

任，效率也非常低，可是设立办事处需要启

动资金及前期运作经费，这恰恰是秀云和茅

岩河人短缺的。得知原委后，阿东回了一趟

家，东挪西借筹集到20万元资金。

新郎司仪 姚晓晓要出嫁了，娘一再嘱咐：“当今社会，不少家庭婆

媳地位颠倒，婆婆双手捧着媳妇，还恐怕媳妇不给好脸……娘

希望不要有人戳着你的脊梁骨骂娘。”常舜舜也担心娘和晓晓

成为反贴门神——不对脸。娘思想老，心眼细，自尊心强，爱

护犊子，说话是竹竿子过小巷——直进直出，不大中听。晓晓

说：“舜舜，你的担心是六个指头挠痒痒——多一道子！俺不

会让你在当中受夹板子气。”

晓晓出嫁了。婆婆上了年纪，晚上不出门，霸占着电视看

老戏。舜舜爱读书，好写作，可白天上班没时间，只好晚上伏

案了。一天，晓晓实在憋不住了：“娘，俺想去公园跳会儿广

场舞，行吗？”婆婆板着脸说：“我们都在家，你出去疯，不

行。”晓晓心里憋屈，却仍将微笑挂在脸上：“俺听娘的。”

睡觉前，晓晓跟舜舜说：“你知道，俺是个爱热闹喜欢活

动的人。白天上班，大部分时间坐在电脑前，晚上出去跳跳舞

吧，娘却不让。”舜舜说：“明天我给娘做做工作。”

第二天晚上，舜舜说：“我磨破了嘴皮子，咱娘的工作就

是做不通。咱娘说：‘跳广场舞男女混杂。儿呀，从前，结婚

容易离婚难;如今，结婚难离婚容易，说离就离，万一晓晓跟

哪个年轻人跳出感情来了，咋办？你爹死得早，咱家娶个媳妇

容易吗？’”晓晓叹口气说：“在俺娘家，随便一说，俺娘就

会高兴地答应。常言说，行得端，坐得正，哪怕和和尚共板凳

。看来，咱娘非让俺憋出病来不可。”停了片刻，舜舜眼睛一

亮，胸有成竹地说：“我有办法了，明天晚上准让你出去。”

晓晓拿手指头往舜舜额上点了一下：“你呀，吹吧！”

第三天午后下了班，娘看到儿子不高兴，忙问：“舜舜，咋

啦？不舒服了？”“娘，没事。”“没事咋阴着脸？快告诉娘！

”“今天我到医院化验了一下，血糖有些高。”娘的脸色马上变

了：“那就赶紧吃药吧，别得了糖尿病。”“娘，医生说，现在

还不用吃药，每天坚持走一万步，就会好的。”“那就听医生的

话，走吧。”“我想每天晚饭后，让晓晓陪我出去转转，可担心

娘您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不高兴，说儿子是叛徒，是白眼狼。”

“多少年了，娘不都是一人在家里吗？你俩出去吧，娘没事。”

晚饭后，小两口高高兴兴地出去了。晓晓在公园广场跳舞，舜舜

在公园林间一边散步，一边构思文章，或推敲着文章中的句子。

做饭、洗衣等家务，都是晓晓一个人干。小两口一天不见

面，回到家，晓晓多想让老公做自己的影子，做饭时帮忙打打

下手;饭后，跟老公撒撒娇，让老公帮忙刷碗洗锅，一起做家

务。可是，有一次舜舜帮忙洗衣服，婆婆看到了就拉长了脸：

“舜舜，干家务是女人家的事。你上了一天班，吃了饭还要去

散步，歇歇吧，你要是心疼媳妇，让娘干！”晓晓莞尔一笑：

“娘，俺年轻，哪能让你干呀！”

晚上，晓晓跟舜舜说：“要是俺娘看见咱俩一起干家务，

指不定多高兴呢！你是独根苗，是娘手心里的宝贝，这么多年

一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是，你应该想想，俺以后要是

坐月子，或者俺娘家有了事，需要俺回去住些日子，难道做饭

、洗衣的活兒还让娘干？那不是不孝顺吗？依我说，现在，你

就应该学习做饭、干家务。”舜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明

天我就把这道理说给娘听。”晓晓抛了个媚眼：“你再加上几

句吧，你就说，娘，你咋光心疼儿子，不心疼媳妇呢？再说，

儿子愿意跟你媳妇一起干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舜舜

故意说：“这几句呀，还是你说吧。”晓晓摇着舜舜的肩膀撒

娇道：“你说，你说效果好嘛。”

第二天，舜舜把这些话说给了娘听，娘没说什么，但分明

可以看到娘脸上的皱纹里洋溢着笑意。

小区召开表彰大会，掌声震耳，欢迎晓晓上台介绍将婆媳

之情化为母女之爱的经验。晓晓的脸变成了红柿子，她接过扩

音喇叭，说：“俺哪有什么经验呀，俺只是总记着俺娘的嘱咐

，婆婆不是妈，在婆婆面前不能任性。”

婆婆不是妈

加速物流領域數字化轉型
數字人民蔽應用場景又上新了

“很方便！吃住行還有日常經營活

動都支持數字人民蔽，支付速度特別快

，離線支付碰壹碰也能秒到帳，感覺很

新奇。”程群物流的員工在現場體驗過

用數字人民蔽支持後欣喜地表示。

為加快推動數字人民蔽在杭州的試

點工作，幫助物流行業數字化轉型升級

積累實踐經驗。5月18日，由中國工商

銀行與傳化智聯聯合舉辦的“註入數字

人民蔽新動能，助推物流產業數字化轉

型”暨數字人民蔽落地傳化貨運網簽約

儀式在杭州傳化公路港舉行，這也是浙

江省數字人民蔽物流全場景的首次落地。

應用場景滲透到B端
物流行業內慘與者除物流公司本身

外，還有上下遊各商貿企業、網點、司

機鱷貨車主。相互間會產生大量的物流

運費支付、線路招標保證金收取、代收

貨款、資金歸集、運費結算等支付結算

類需求。所以各慘與主體對資金的安全

性和可追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杭州傳化公路港，不少商家店面

均有展示“本店支持數字人民蔽支付”

的字洋，數蔽支付已覆蓋港內物流訂單

支付、貨運保險支付、倉儲租賃、三產

消費、停車收費、物業水電等場景。

物流是經濟的晴雨表，也是保障實

體經濟高效暢通運轉的血脈。隨著數字

人民蔽在B端物流領域的推廣，由物流

裏的小數據織成的資金流、商流、信息

流等宏觀大數據積累也會越來越多，將

打通宏觀經濟管理與微觀經濟運行之間

的精準量化通道，驅動實體經濟向更高

效發展。

中國工商銀行杭州分行副行長施曉

暉表示，工商銀行作為數字人民蔽的指

定運營機構，目前已有數十項數字人民

蔽最新研發成果和應用。此次和傳化智

聯在物流產業金融業務融合及數字人民

蔽創新場景建設等方面展開合作，旨在

為物流行業構建便捷高效的智慧服務生

態體系賦能，全力打造銀企互通。

“接下來更多的數字人民蔽物流應

用場景與數字化解抉方案也將在浙江及

傳化全國布局的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和

線上數字貨運網同步推進落地。”傳化

智聯高級副總裁周升學介紹，“物流領

域的數字人民蔽生態體系建設不僅能幫

助傳化貨運網升級支付基礎設施，還能

幫助平臺服務企業提升資金利用效率，

在未來市場競爭中贏得先機，最終實現

金融更高效能服務實體經濟。”

業內人士認為，數字人民蔽憑借其

穩定、可靠、可追溯的優勢，可有效保

障資金安全，解抉物流行業支付痛點。

此外，數字人民蔽中心化管理能實現

“支付即結算”，通過高效支付提高企

業結算和資金周轉效率，還能持續幫助

企業供應鏈降本增效。

助力經濟加快復蘇
今年3月人民銀行召開2022年貨蔽

金銀和安全保衛工作電視會議，會議要

求：“紮實推進數字人民蔽研發試點，

有序擴大試點範圍。”其背後是對數字

人民蔽推進質量的高度重視。

4月初，數字人民蔽第三批試點城

市名單出爐。人民銀行召開數字人民蔽

研發試點工作座談會，宣布有序擴大試

點範圍，在現有試點地區基礎上增加天

津市、重慶市、廣東省廣州市、福建省

福州市和廈門市、浙江省承辦亞運會的

6個城市作為試點地區。此次擴容後，

數字人民蔽試點地區增加至23個。

去年以來，數字人民蔽試點地區的

應用場景迅速落地，各銀行、科技公司

紛紛“搶灘”試點應用場景，讓數字人

民蔽加速融入百姓生活，在服務實體經

濟和便利百姓生活等方面發揮更加積極

的作用，已逐步實現了政務服務、零售

消費、交通餐飲、教育醫療、智慧民生

等場景的多元覆蓋。

數字人民蔽應用場景不斷擴展，並

逐步滲透到B端和更多創新領域。

比如，5月初，在中國人民銀行深

圳市中心支行與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

理局的指導下，深圳福田區落地了全國

首個數字人民蔽預付式消費平臺，並選

擇在教培機構預付式消費場景開展試

點。對於行業主管部門，數字人民蔽智

能合約技術應用新場景可以賦能監管手

段，達到預付交易信息完備、環節透明

的目標；對於消費者，數字人民蔽預付

資金通過智能合約監管、不可篡改的特

性，提供了預付資金安全保障，將“預

付費”風險降至最低，防止消費者的合

法權益受到侵害；對於預付式消費機構

，數字人民蔽智能合約的應用為社會公

眾提供了更好的消費體驗。

再比如，4月14日，由中企雲鏈聯

合工商銀行北京分行及成都分行壹同探

索，聯合攻關，試點了全國首個“數字人

民蔽+貸款發放+保理業務”的供應鏈金融

場景。這也是首次將數字人民蔽通過商業

金融機構進行貸款發放的成功實踐。

業內人士表示，數字人民蔽定位於C

端小額零售支付，未來數字人民蔽試點將

在不同的應用場景勇現更多創新，在和B

端進行聯動創新上做出更多探索。

中國銀行深圳市分行大灣區金融研究

院曾聖鈞認為，數蔽新場景將有助於經濟

加快復蘇。壹是刺激本地消費需求；二是

促進數字人民蔽與平臺經濟更好的融合；

三是推動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隨著功能

的持續豐富完善以及用護數量的持續增加

，數字人民蔽的產業鏈也越來越龐大，涵

蓋發行、流通、管理三大環節，在數字經

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曾聖鈞預計，今年我國數字人民蔽

軟硬件產業發展將帶來巨量的新增市場

空間，包括ATM級升級、硬錢包建設、

智能櫃臺發卡機升級、商護POS設備升

級、銀行核心系統改造等方面，都能夠

為制造業、服務業帶來更多的投資及商

業合作機會。

攜手共創數字未來 2022數據安全發展大會在浙江溫州召開
綜合報導 “眼下，數據資源如同工業社會的

石油資源，蘊含著巨大的生產力和商機。”在中央

網信辦網酪數據管理局副局長、壹級巡視員李愛東

看來，誰掌握了大數據技術，就掌握了發展的資源

和主動權。

“甌江論數 數安中國”2022數據安全發展大會在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開幕，相關專家、學者齊聚壹堂

，線上線下共商數據安全治理，共謀數據產業發展。

進入數字時代，數據已成為壹種基礎性資源、

戰略性資源和重要生產力，數字經濟正成為繼農業

經濟、工業經濟之後的新型經濟形態。

視頻致辭中，李愛東直言，當前國際圍繞數據治

理理念和治理規則的競爭不斷加居，大數據引發的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風險日益顯現，對國家安全、

社會公共利益和民眾合法權益帶來嚴重影響。

應對數據安全帶來的新問題與新挑戰，2022數

據安全發展大會旨在打造具有影響力的數據安全交

流平臺。

大會現場，中國(溫州)數安港數據安全合規專

家委員會成員授聘儀式，浙江省大數據聯合計算中

心、浙江大數據交易中心溫州基地、溫州市甌海區

人民法院數據資源法庭、溫州數字資源仲裁院揭牌

儀式同步舉行。

“今天的數字化，就是壹百年前的電氣化，是

世界百年未有之科技大變局。”會上，中國工程院

院士王堅提出，數字化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和生產

方式，且未來帶來的可能性不可估量。其中，安全

是基礎之基礎，關鍵之關鍵。

王堅認為，互聯網、數據和計算是數字化的三

塊技術基石。此背景下，浙江數字化改革成為壹個

繞不開的話題。

其所言不虛。作為數字經濟發展先行地，浙江近

20年來保持先發優勢，不斷提升數據安全保障能力，

積極探索數據安全監管新模式，已形成壹批具有浙

江辨識度、全國影響力的理論成果和實踐者。

進入新時代，聚焦數據智能與安全服務產業發

展，謀劃啟動中國(溫州)數安港建設，打造全國性

數據安全交流平臺，再次體現了該省大力改革、勇

於探索的精神和勇氣。

會上，浙江省副省長盧山直言，作為中國民營

經濟發展的先發地區和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溫州

近年來數字經濟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在浙江新壹輪

數字經濟發展中占得先機、贏得主動。

“希望通過大會這個交流平臺，能更好地推進

數據安全與應用產業發展和中國(溫州)數安港建設

。”溫州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振豐也表示，該市將

不斷提升大會規模和影響力，將其打造成全國乃至

國際數據產業發展的壹張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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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通过多媒体呈现，一件件珍贵文物让人大开眼界”“宅在家里也能近距离欣赏优秀美术作品”“划划手

指就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中国多地博物馆、美术馆纷纷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出“云展览”，在

展陈形式、推广方式等方面下足功夫，让网友直抵“现场”，享受一场场精彩纷呈的云端艺术盛宴，不少人看

完纷纷点赞叫好。

互动趣味强

各地博物馆推陈出新，运用互联网思维策划
线上展览。“此次展览推出摄影征集活动，欢迎移
步微博、小红书等，发布身穿汉服、旗袍等中国传
统服饰的照片。”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丽人行——
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汇集 32 家博物馆的
1000 余幅古代女性图像，并打通线上互动环节，
创新尝试引得网友纷纷参与“打卡”。“屏幕前的
你也可以走进展览‘丽人行’，找到打动你心扉的
传统服饰，遇见古代的自己。”有网友发布古装照
后留言。

作为公众接近艺术、开阔视野的重要平台，
多家文化艺术机构根据自身“个性化”资源，线上
烹制一道道“文化大餐”。“山的气势，水的灵秀，
祖国大好河山一览无余，心灵随之自由奔放。”

“好厉害！作品笔触都很清楚，在家里看展太爽
了，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线上展览。”看完国家
大剧院线上展示的“山河交响——中国南方油画
山水研究展”，网友纷纷留言。该展通过高清、立
体化呈现，带网友观赏艺术家笔下的美丽山河。
中华艺术宫则在线上举办“在希望的田野上——
馆藏逄小威中国农民肖像主题摄影作品展”，网
友可以跟随摄影家的脚步穿越南北，看见中国土
地上可亲可敬的农民。

除了艺术品的数字化呈现外，博物馆还推出
云课堂等在线服务，为网友走近文物架起了一座
桥梁。例如，上海博物馆讲解员精心挑选了“盛
世芳华——云赏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的 100
件展品，带领网友一起云上观展。网友可以跟随
专业讲解员，近距离欣赏文物，深入了解展品的
文物内涵及历史文化背景。

“在线展览的开放有助于观众对作品欣赏的
深化，值得肯定，而且应成为常态。”上海大学文
学院教授刘旭光说，通过这种方式在线上看展
览，以后有机会再进行线下欣赏。线上与线下
的结合，是当代博物馆与美术馆应当走的路。

文物“云”起来

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传承中优势明显，能
使古老文物资源创新呈现、“生动”起来。通过数
字博物馆，人们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欣赏精美文
物，感受中国文化遗产魅力。例如，在“数字敦
煌”资源库平台上，精美的洞窟图片可以高倍放
大，网友可以看清墙壁上每一条斑驳的裂纹，详
尽的文字说明向观众介绍了每个洞窟、彩塑、壁
画的故事及艺术价值。“那些壁画真真切切、清清
楚楚，仿佛一抬手就能摸到。”有网友说。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以其宏大气势、
精湛技艺和独特魅力举世闻名。

如今，通过数字化手段，观众戴上 VR（虚拟
现实）设备可以远程观赏石窟风采，一座座石窟、
一尊尊雕像会生动地呈现在眼前。数字化手段

为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据
悉，云冈石窟典型洞窟数字化采集项目已完成，
云冈石窟研究院还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
合作，利用3D打印、VR等高科技，助力云冈石窟
文物景观走向世界。

“‘云展览’通过互联互通，将各要素进行重
组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馆藏资源的价值，可以
打破时空限制，让看展更加便捷，带动博物馆走
进更多人的生活。一大批线上展览的走红可见
公众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博物馆的线上传播已
构成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大学
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炎龙说，互联网科技能
让博物馆的收藏、展示和传播发挥出更大魅力，
数字博物馆强调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建设数字
博物馆的关键一步，是将原有的文物资源，以数
字的、可交互且可分享的形式进行线上存储、展
示和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教研室教授余开
亮说，得益于各种互联网技术，艺术展览发生巨
大改变，给公众带来高清性、立体性、互动性等新

体验，可以实现对展品的高清呈现、细节展示、语
音介绍和立体传播。

科技含量足

为助力推动“云展览”，一系列针对性举措
频频落地。2021 年 4 月，文旅部发布《“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推动美术馆数字化
建设，大力发展云展览。2021 年 5 月，中宣部、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九部门发布《关
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
联合办展、网上展示，提高藏品展示利用水平。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景区、博物馆等发展线
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云展览、沉浸式体验等
新型文旅服务。

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离不开强大的技术
支持。目前，5G、VR、360 度全景导览等数字技
术在文博领域应用广泛，博物馆与公众“对话”

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生动有趣。
基于 AR（增强现实）、VR 技术，中国国家博

物馆打造《复兴之路》云端展览，利用虚拟展厅
技术，再现历史情景，延伸观赏空间；在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观众可以通过 5G+VR 直播，身
临其境欣赏海岛的日升月落等；山西博物院将
历年精品展览的 360 度全景导览、电子书、高清
图片、语音导览等“搬”到线上，满足观众不同需
求。

浙江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云展览”不
只是把线下实体展览搬到“云”上展示，而是真
正利用云资源创新展览，打通云策展、云观展、
云分享、云传播等各个展览环节，对博物馆行业
内的资源进行最大限度整合。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馆员杨欢认为，要保持
“云展览”的热度，不能盲目跟风，止步于“云”的
形式，未来要更加注重文化产品在细分化、创新
性方面的发展，不断适应用户多元化需求，开拓
相关产业链，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文化
魅力在“云”端绚丽绽放。

24小时体验，指尖划出精彩

“文化大餐”网上享
海外网 李雪钦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中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正进行影像数据采集。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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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开始，南非东部夸祖鲁-纳塔尔省遭

受连续降水，强度在11-12日明显增加，南非气

象部门相关人员表示，降水强度已经远远超过

了气象部门的预期。

当地时间4月11日至12日，马盖特、埃奇

科姆山和德班北部24小时内降水量超过了300

毫米，突破近60年来历史极值；德班及其周边

部分地区48小时降雨量超过450毫米，这将近

是当地平均年降雨量的一半。

4月9日至13日，南非东部的夸祖鲁-纳塔

尔省区域平均累计降水量为138.6毫米，大约是

常年同期（9.2毫米）的15倍。

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与暴雨相关的洪水和山

体滑坡冲毁坏了房屋、桥梁和道路，统计显示

超过8000所房屋受损，超过4000所房屋被完全

摧毁，超过13000户家庭受到影响，在德班的港

口，洪水冲走了成堆的货运集装箱。

夸祖鲁-纳塔尔省省长济卡拉拉在17日说，

该省已有443人在这场灾难中丧失了生命，另有

63人失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18日电视直播

中讲话宣布南非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并称未来

至少需要花费数十亿兰特用于重建基础设施和

生产。

位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德班总面积2556平

方公里，与我国深圳总面积相当，人口在2017

年达到380万，是南非人口第三的城市。

德班是南非仅次于约翰内斯堡的第二大经

济中心和第二大工业区，它的港口是撒哈拉以

南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枢纽，它吐纳着南非60%

的船运货物，是金属和农产品等出口和燃料进

口的重要窗口，甚至它还承担着遥远北部的刚

果共和国货运。

洪水对通往德班港的道路造成了大面积破

坏，在关闭了将近一周后，南非公共企业部长

在20日表示，德班港已恢复运行。

德班的中部地区是和北部地区聚集了大部

分人口，其他地区主要为农村，居住分散。与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是，除了中央商业区

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以外，人口集中在城市边缘

，而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人口密度

较低。

在 1994 年南非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大量

人口从该省和南非其他地区迁入，从 2001到

2011年间，全市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8%。在

2016 年德班政府做出的某项评估报告中，德

班被称为南非具有相对收入而言最昂贵的住

房市场。因此很多移民并未进入德班市区，

而是居住在城市边缘未被正式纳入土地管理

的定居点。

与南非的许多城市一样，德班有着很高的

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在非正式定居点体现地

十分明显。这些地方位于陡峭的地形中，交通

不便，道路崎岖，人们拥挤棚屋中，这些棚屋

结构简单，屋顶大多由锌板充当。

非正式定居点的基础设施薄弱，卫生条件

较差，失业率高，教育水平低，但德班有超过

人口的四分之一生活在这些地方。当暴雨来临

时，这些脆弱的居住点成了最容易造成伤亡的

地方。

切断低压是暴雨的主要原因

与我们更加熟悉的热带风暴引起的极端降

水不同的是，导致在南非暴雨的天气系统是更

高纬度的“切断低压”。由于在天气图中可以

被至少一条等值线分割出来，因此被称之为切

断低压。

这种天气系统从西风带中分裂而出，常有

“阻塞高压”与之相伴而生，两个系统的形态

有如镜像，但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

“切断低压”直接控制的区域往往出现云雨天

气，“阻断高压”直接控制的区域则晴朗少雨

。

发生在南非的“切断低压”在对流层中层

以上最显著，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大气大范围

的不稳定状态，在下游地区引起抽吸起低层大

气，而大气中的水蒸气在这个上升过程中会凝

结成水。

切断低压”的移动速度一般较慢，因此可

以在某地驻留几天并造成连续降水，在沿岸地

区也会受到来自海洋水汽输送的影响。在南非

，“切断低压”往往发生在南半球秋季，尤其

四月最盛，是发生在南非东岸典型的天气类型

。

当地时间9日在西风槽上开始分裂出切断低

压，与之相对应的南部也形成了高压脊，但是

由于系统较弱，并未形成“阻断高压”，只有

较弱的高压中心。

10日“切断低压”完全进入南非地区，在

南非东部地区大范围都造成了降雨。紧接着，

在10日晚其向东移动到夸祖鲁-纳塔尔省和东开

普省，在靠近沿岸地区后，接收到来自南印度

洋持续输入的充沛水汽，降雨能力立刻得到加

强，在11日晚间和12日白天造成了远超南非气

象部门预期的暴雨。

缓慢的移动速度使得“切断低压”在南非

驻留将近一周，这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在东部地

区造成连续暴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

伴而生的高压脊在12日白天已经到达了马达加

斯加岛所在的经度范围了，并且强度已经非常

微弱，而在“切断低压”的南部已经生成了新

的较弱的高压中心。

“切断低压”形成的云系属于明显区别于

台风云系，后者形态上具有旋转对称的特征，

但前者却像一个“逗号”，我们称之为“逗状

云系”。

“逗状云系”席卷了干冷和暖湿两股空气

，在两股空气的交界地方温度变化剧烈形成锋

面，干冷气流的一侧不易成云降雨，暖湿气流

一侧则被云覆盖。

这一过程可以很好地通过卫星云图来识别

，在气象卫星的10.8微米的通道上我们可以较

为清晰的看到高云的变化。当地时间10日，

“切断低压”伴随的云系具有明显的“逗状”

特征，但在11日有明显的减弱，“逗状”特征

也已消失。

随着气旋不断东移，在到达东海岸时，接

收到来自南印度洋的充沛水汽，降雨中水汽凝

结又为气旋提供的巨大的能量，所以在12日新

的气旋云系又被重新构建起来，但此时“逗状

”的特征也并不典型。

造成洪灾的其他原因

关于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大家关注较多

的还有气候变化的作用。虽然这次的暴雨仅仅

是由纬度更高、一般而言相对温和的切断低压

造成的，但降雨量甚至超过了一般的热带气旋

造成的降水。

尽管将单个的发生在短期的天气事件直接

归因于长期的全球变暖是不合适的，但不可否

认的是，伴随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已经

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在未来像这样的暴雨事

件将在南非更加频繁地发生。

其中的逻辑，就如同吸烟让人们更容易患

肺癌。具体到每个病患而言，肺癌患者不一定

都有吸烟的习惯，但是从概率上讲，吸烟确实

增加了人们患肺癌的可能性。

暴雨作为自然天气过程是人类不可控的因

素，但是在暴雨造成灾害的程度上人类有很大

的主动权。在南非洪灾造成大量死亡的人为原

因主要是，城市建设没有更跟上人口的增加。

如前文所述，德班地区很多非正式定居点

位于陡峭的地形之上，这些地方的发生山体滑

坡的风险更大。

另一方面，市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差，排

水系统没有跟上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加速建设

，并且很多设施已经严重老化，超过了使用年

限。在2019年的洪灾之后，政府才开始大力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针对风暴的排水系统。

南非的洪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在自然面

前，个体的脆弱性被社会的不公正放大。

南非洪灾，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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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車師姐修車師姐11 Check EngineCheck Engine（（檢查引擎檢查引擎））燈亮了燈亮了，，怎麼辦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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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完整修車廠的修車師姐徐
雲。今天我來給大家講一講Check Engine
（檢查引擎）燈亮了，怎麼辦？
車的錶盤上有很多小指示燈是用來告訴
你車的什麼地方有問題了，比如：電池
，空氣袋，冷卻水，等等。車正常啟動
以後，這些小指示燈都應該是不亮的。
如果有什麼燈一直亮著，那就表示什麼

東西有問題了。大家見到最多的，也最
令人不安的就是“Check Engine（檢查引
擎）”的小燈亮了。

事實上，“檢查引擎”燈亮的原因有
很多種，大部分時候並不是引擎有問題
，而是排廢氣的系統出了故障。當電腦
（ECM)感應到有些部件出了問題，如任
何一個信號接收不到，或超過了正常值

的範圍，它就會存一個相應
的 錯 誤 代 碼 （Diagnostic
Trouble Code）在它的存儲器
中，同時亮起“Check Engine
”或“Service Engine Soon”
燈。

（畫外音）比較容易引起
引擎燈亮的感應器是和廢氣
排放有關的感應器：一個是
主氧氣感應器，裝在排氣管
觸媒轉換器之前，用來監視

氣缸的燃燒質量的。根據這個氧氣感應
器的反饋，ECM會進一步調整空氣和燃
料的混合，降低廢氣排放。另一個是次
級的氧氣感應器，安裝在排氣管觸媒轉
換器(Catalytic converter) 之後，監視觸媒
轉換器的效率。另外還有一個汽油蒸發
系統（Evaporative )(EVAP) 是用來防止油
缸的汽油跑到大氣中去了。

如果控製系統的機械部件出了問題，
比如，變速箱發生了機械故障，甚至沒
有關好油箱的蓋子，也會導致”Check
Engine“的燈亮，因為ECM會檢查油蓋
是不是關緊了。
要查清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自然
就是要讀出那些存在車裡錯誤信息。這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用電腦來檢查車。
在以前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因為各個
廠商都用不同的錯誤代碼和協議。 1996
年，美國開始實施了一項法律，就是所

有在美國出售的汽車必須是ODBII（車載
診斷系統2代）兼容的。也就是說，1996
年以後所有的車必須能夠用一個通用的
ODBII掃描儀來診斷。這個診斷接口在所
有ODBII的車上都是一樣的，甚至它的位
置都是一樣的。在司機位置一側，通常
在儀表板的左下方。美國實施以後，其
他國家也開始跟進。

我們去車行修車的時候，師傅會用一
個掃描儀接到ODBII，讀出存在汽車電腦
裡的錯誤代碼。讀出錯誤代碼後，就要
查找汽車廠家的維修手冊。維修手冊有
一個表列出了所有的錯誤代碼，大約有
幾百個，並說明代碼的意思和需要做什
麼樣的測試。代碼本身並不告訴你是什
麼零件出了問題，它只是告訴你引擎的
什麼參數偏離了正常值的範圍，要往哪
裡查看。有時候，人為地去掉汽車電腦
裡存儲的錯誤代碼，檢查引擎燈就不亮

了。但過一段時間，錯誤代碼又會被寫
進來，燈又亮了– 因為問題本就沒有真
正找到和解決掉。

總之，檢查引擎燈亮有很多種可能性
，大部分是和廢氣排放有關。看到燈亮
，不必慌張，車還可以繼續開。確定油
箱的蓋子關緊了，空氣過濾器（Air filter
），汽油過濾器（Fuel Filter）按時更換並
安裝無誤了（上面有感應器）。所有想
到的事情都照顧到了以後，如果燈還是
亮的，把車開到修車的方去檢查一下，
以找出真正的原因。但如果檢查引擎燈
不是一直亮著，而是不停在閃，那就要
立即開去檢查，刻不容緩！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歐洲銀行權威機構定義虛擬貨幣為
非央行、非政府頒布的數字貨幣。是在
有限範圍內被合法自然人接納的可交易
、存儲的電子支付的介質。
美聯儲定義虛擬貨幣為在某些環境下可
以充當交易的類似貨幣的介質，但不是
真正的貨幣，在司法上不具有法律性質
。

國稅局將虛擬貨幣定義為 Property
– 資產， 如股票、房地產、基金等。所
以虛擬貨幣的買賣只可以產生增值(虧損)
Capital Gain (Capital Loss)， 不會產生如
正常貨幣的匯兌收益，foreign currency
gain (Loss)。

使用虛擬貨幣的優勢：
虛擬貨幣是區塊鏈技術的一個應用

。區塊鏈的不可偽造、全程留痕、可以
追溯、公開透明及集團維護等特征賦予
了虛擬貨幣很多優勢。

1. 在金融方面可以省卻第三方中
介，如銀行。 實現人對人、人對生意、
生意對生意的直接對接，不需要銀行、
信用卡公司的轉換支付，從而在大大降
低成本的同時，快速完成交易支付。

2. 公開透明，任何發生的交易都
記錄在區鏈塊節點上，無法全部更改，
不可丟失。

3. 交易不可逆轉。交易一旦成交
，買賣雙方都不可以反悔。這對於賣方
是一大利好，因為沒有中介銀行或信用
卡公司，沒有拒付stop payment或者信

用卡的盜卡保護 credit card fraudulent
detection之說。

4. 虛擬貨幣是世界通用的。國際
之間的交易不需要貨幣兌換。可直接在
任何地方支付任何其他國家個人或企業
。

5. 至少在目前，政府無法追蹤虛
擬貨幣交易並扣押虛擬貨幣，因為虛擬
貨幣是存在區塊鏈上的，政府無法介入
。如果欠稅國稅局可以凍結銀行賬戶，
但國稅局無法進入區域鏈凍結虛擬賬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IRS現正加大力
度進行監控。

使用虛擬貨幣的劣勢：
1. 虛擬貨幣的價值上下波動幅度

太過劇烈。也許會因為一個小小的謠傳
，市場上的價值就跌落千余元。這就給
交易之後，接收虛擬貨幣的一方造成巨
大損失。頭一天花費上萬美元購買的虛
擬貨幣，第二天可能就只值幾千美元。

2. 因為是網絡產品，存在著被黑
客襲擊、虛擬貨幣錢包被偷盜以及不斷
出現的系統BUG。這些造成虛擬貨幣丟
失的風險遠遠大於真正的存在銀行裏面
的貨幣。

3. 在虛擬貨幣交易的過程中，買
方存在著巨大的風險。一旦交易成功，
買方支付了虛擬貨幣，這個交易就不可
逆轉了。如果賣方拒絕按照合約運貨，
買方沒有任何辦法將已付出去的虛擬貨
幣拿回來。

雖然虛擬貨幣還沒有成為法定貨幣
，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已有許多由虛
擬貨幣完成的交易，需要向國稅局申報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顧客Mr. Smith用
兩個比特幣購買了一臺比特幣挖礦機。
Mr. Smith需要決定他當時購買比特幣的
成本， 就是比特幣的Base。因為國稅局
對虛擬貨幣的定義是資產，而不是貨幣
，所以比特幣成本的計算方法和商品庫
存的計算方法是一樣的，先進先出、後
進先出、特定價格以及平均價格幾種方
法。在交易的過程中，Mr.Smith首先將比
特幣賣掉換成美元。比特幣挖礦機的美
元價格就是Mr.Smith賣掉比特幣的市場
價格。Mr. Smith 在申報他的個人稅表的
時候就需要在Schedule D 上申報Capital
Gain （Loss）。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
Capital Gain 要取決於他持有比特幣的時
間。在買到挖礦機之後，Mr.Smith又有幸
挖到了比特幣，那麽Mr.Smith又要在他
的個人稅表的schedule C上申報這一生
意的收入 Ordinary Income 及支出 Ordi-
nary Expenses。收入就是挖到的比特幣
當日的市場美元價值，費用支出包括挖
掘機的折舊、電費、辦公室費用等。
Schedule C 除了要繳納所得稅，還要繳
納自雇稅。納稅之後，這些新挖得的比
特幣的base就是挖到比特幣當日的市場
美元價值。之後的增值以此為基準。

對於銷售挖掘機的企業，ABC inc. 他
們需要想國稅局申報銷售一臺挖掘機的

銷售收入 – 將比特幣換算成美元。同時
ABC Inc還需要向Mr.Smith索取銷售稅並
轉交給當地州政府。

公司用虛擬貨幣支付員工工資和支
付合同工的支出，都需要將虛擬貨幣轉
化成美元。所有的工資稅、工資預交稅
完全和正常的美元支付的程序一致。

根據國稅局的定義，虛擬貨幣是資
產，是物件。這似乎又將我們帶回到了
以物換物的年代。只不過那個時代沒有
政府納稅的概念， 沒有貨幣概念，沒有
網絡的概念，思想單純，生活清爽。如
今世界已經超級復雜，又加上區塊鏈、
貨幣、虛擬貨幣、雲計算等無窮多的抽
象概念，人們天天生活在“雲裏霧裏”
。連國稅局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明確
的方案。但國稅局現已經意識到這裏的
稅收問題，並正加大監管方面的投資。
國稅局 IRS 2022年申請的預算是一百三
十二億美元。其中的三千兩百萬將用於
監管數字化的資產。三百萬用於支付信
息技術專業人員，六百萬用於支付硬件
及軟件費用，兩千三百萬用於支付監管
虛擬貨幣、區塊鏈、數字密碼分析等專
業合同工。

新年伊始，提醒大家在保護好自己
的數字資產的同時，記錄好這一項資產
的變化，以便在之後的申報有據可查。

以下是英文的國稅局在這方面的預
算以供參考。
The IRS Fiscal Year 2022 Budget asks for a

$13.2 billion budget. Of which $32 million
would be spent on reinforcing the opera-
tions that will help prevent the misuse of
digital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filing, $3 million are ex-
pected to be spent on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specialist compensation, $6 million
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23 mil-
lion to pay contractors.
With this funding, the regulator would hire
crypto and cybersecurity experts, build a
dashboard dedicated to blockchain ana-
lytics for internal use named STRIKES, seek
help from private crypto analytics, cyber-
crime, forensics, accounting, and investi-
gation firms.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稅
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咨詢
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何信息出現差錯
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獲得的結
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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