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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官方數據顯示，槍擊已超越車禍
，成為美國兒童和青少年的頭號死亡原因。美國
與槍枝有關的殺人事件激增，包括24日才發生
一名凶手在德州一所小學濫射，造成19名學童
喪生。

法新社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的統計圖顯示，2020 年美國總計有
4368名19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死於槍枝，相當
於每10萬人有5.4位；其中殺人占所有槍枝死亡
的近2/3。

反觀美國這個年齡層人口的原本頭號死亡原
因車禍，在2020年造成的死亡人數為4036名。

兩種死亡的人數所以不斷縮小差距，是因為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道路安全措施已改善，而槍枝
造成的死亡案件卻攀升。

這兩種死因的趨勢線在 2020 年交叉，這也
是現有最新統計數據的一年。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週接獲的
一封投書，指出這個結果。

投書的作者指出，最新數據與其他證據一致

，顯示在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期間，美國槍枝暴力案件增多，原因並非全然
清楚，且 「無法認為以後會回復到疫情前水準」
。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最新統計圖顯示，
美國未成年人槍枝死亡案件當中，自殺占近30%
，其中非蓄意案件占3%略多，意圖不明占2%。

此外，黑人兒童和青少年占槍枝死亡案件的
絕大多數，是同年齡層白人的4倍多。車禍造成
白人兒童和青少年死亡的人數仍多於槍枝。

槍枝已超越車禍槍枝已超越車禍 成為美國兒童青少年頭號死因成為美國兒童青少年頭號死因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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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s
annual convention will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this weekend.

The gathering is slated to begin
today at the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and will run
through the weekend. The event
has com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recently following the killing of 19
school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in
Uvalde, Texas, by a gunman
armed with a rifle.

The convention is expecting
around 80,000 people to attend.
Police Chief Troy Finner said, “
You will see officers everywhere.
We will respect everybody’s right
to protest and we will respect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voices. But we
will not tolerate people assaulting
other individuals.”

The NRA convention has drawn
significant negative attention
following the deadly school
shooting in Uvalde. Houston Mayor
Turner said that the contract to
host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booked for two years and that
canceling it would have exposed
the city to civil liabilit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exas Governor Gregg Abbott will
be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convention.

Today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issues facing many elected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D.C.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backed
by the NRA, not only with votes,
but also with donations to their
campaigns.

This is a very tough time. How can
we control the guns in our

community? We must tell our
elected officials that if we don’t
take action now, many tragedies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0505//2727//20222022

NRA Convention In Houston, TexasNRA Convention In Houston, Texas

美國來福步槍協會是美國非
營利民權組織 也是個典型之利益
團體 ，根據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認為，持有槍支用作自我防衛是
每個美國公民應該亨受的公民權
利 ，號稱有五百萬會員 雖然是非
黨派非營利組織， 但是它確積極
參加政治活動並且具有巨大之影
響力。

步槍協會是美國限槍運動之
主要反對者 在六十年代槍支氾濫
嚴重 ，美國政府在各方壓力不得
不立法管制槍械 ，從那時候開始
該協會從一個普通槍支愛好者協
會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反槍支管
制團體， 更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
游說組織。

週末在休斯敦之年會 正逢是
伊瓦利小學二十一位師生被屠殺
事件之後 ，全國民眾都愤慨於青

少年攜帶槍支行兇 ，協會之立論
基礎是好人持槍防衛自己 ，坯人
才拿槍去犯案。

週末年會將邀前總統川普及
德州州長艾伯特為主要貴賓出席
演說 ，預料反對者也會隨影而行
民主黨籍的市長特納表示 ，雖然
許多人建議把年會取消 ，但是我
們依法無據， 但希望不要有大的
衝突出現。

華府議會殿堂正在熱烈討論
限槍法案， 但是許多參眾議員和
步槍協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金錢關
係， 更會影響到選區內之選票。

十一月期中選舉即將到來 如
果目前之民生經濟及國內外纷爭
無法得到有效之改善 ，民主黨可
能失去參眾院多數地位， 今後不
但政府預算法案難以通過 控槍法
案更是免談了。

全美步槍協會年會週末在休斯敦舉行全美步槍協會年會週末在休斯敦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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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6日在第27屆
國際交流會議 「亞洲的未來」（日本經濟新聞
社主辦）的晚宴上致辭。鑒於俄烏衝突導致和
平動搖的狀況，岸田提出需要構建重視自由和
法治等價值觀的 「來自亞洲的新國際秩序」。

岸田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 「權威主義
國家踐踏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侵略」，並表示
「應對國際秩序的動搖，應設想構建什麼樣的

亞洲未來？世界處在歷史的岔道口」。
據《日本經濟新聞》27日報導，岸田還表

示： 「烏克蘭或許是明天的東亞」。岸田強調
反對憑藉武力片面改變現狀，表示亞洲 「應不
斷構建拒絕武力、基於法治的自由而開放的秩
序」。

在印太地區，與中國關係深厚的國家不在
少數。岸田表示： 「並非 『站在中美任何一邊
』，而是 『維護或失去普世價值觀與和平秩序

』的問題」。
岸田表示 「作為增長最快的世界經濟中心

，亞洲的行動將改變世界」，強調了在印太地
區推動共同價值觀滲透的重要性。

岸田還提及日美韓和印度等 13 國參加的
印太經濟架構（IPEF）的啟動，對美國主導的
行動表示了歡迎。針對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前身為TPP）的美
國表示， 「再次明確了在經濟上參與印太地區
事務，意義重大」。

岸田說： 「日本將成為美國和亞洲各國的
橋樑」，提出了繼續推動美國回歸 CPTPP 的
想法。

針對能伴隨美國市場自由化的 CPTPP 以
及帶來進入中國市場的可能性的《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岸田指出應使
之 「在戰略上並存」。

憂烏克蘭是明日東亞
日相呼籲構建 「來自亞洲的新秩序」

紐西蘭總理：31日將會晤拜登
談印太競爭和貿易

(本報訊)紐西蘭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
ern）表示，她將於31日與美國總統拜登在白
宮見面，預計將討論印太地區日益激烈的競
爭及貿易議題，同時談論美國在這個區域的
經濟角色。

路透社報導，紐西蘭和美國是親密盟邦
， 但 在 阿 爾 登 本 月 稍 早 確 診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後，鑒於白宮嚴格防
疫措施，阿爾登與拜登的會面一直無法確定
。

阿爾登目前在美國訪問，今天在哈佛大
學畢業典禮中演講後對媒體表示，她31日也
將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見面
。

她預期議程將包括俄烏戰爭，以及印太
地區日益激烈的競爭，此議題顯然和美國與
盟邦在印太地區與中國對抗態勢升高有關。

阿爾登表示： 「美國與紐西蘭在很多領
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在很多地方，我們希

望見到美國繼續存在或更多表現。」
她說： 「我設想我們將會討論我們的區

域情況，以及區域競爭日益激烈的事實，對
我們區域經濟而言，美國角色很重要。」

紐西蘭經過兩年多的防疫限制措施後，
準備全面重啟邊界。阿爾登此行訪美，尋求
擴大出口，並吸引更多觀光客到紐國。

阿爾登昨天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並說美
國若要與印太地區進行經濟交往，就應該重
返2017年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阿爾登訪問華府，適逢中國外長王毅展
開對太平洋島國的訪問行程。太平洋島國是
北京與華府和紐西蘭等盟邦之間，為爭奪影
響力而日益緊張的戰線之一。

阿爾登來訪前，美國已對印太地區展開
為期一個月的密集外交行動，包括拜登上任
後首度出訪亞洲；拜登本週結束亞洲行程。

就在全美國下半旗為德州烏瓦爾德市羅伯
小學19 名學生和2名老師遭到喪心病狂的兇手
在教室裡槍殺死亡而哀禱之際，全美步槍協會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竟將從27日起連續三
天在距離這所小學不遠的休斯頓市舉行年會與
槍支展銷大會,令人側目的是,包括前總統川普
在內的多位保守派政治人物將在大會上演說,儘
管歌手麥克林已取消在大會上演出,但整個大會
堅持照原計劃進行,休士頓市長特納也以合約已
簽訂,不能阻止活動,所以在利之所趨下，擁槍
團體照舊舉辦這麼具有諷刺意味的活動,他們不
妨捫心自問:時機妥當嗎? 心機純正嗎？那是向
21位屈死槍支下的冤魂表達哀悼的合適做法嗎
？

根據NRA網站，該組織擁有超過500萬會
員,這次有超過8萬人報名參加年度大會，而且
還有16.5萬人將去參加在賓州舉行的9天戶外
槍展會, 完全不受這一次槍擊案的影響。當然
他們的活動都是合法的, 而且在美國憲法第二
修正案的保障下, 他們也擁有攜槍的私人權利
，並且包括對自動步槍等攻擊性武器的購買。

事實上,全國步槍協會在國會擁有足夠多的
國會成員來阻止槍枝氾濫與槍枝暴力，但在此
刻,他們無疑正在阻止任何新的立法，以回應羅

伯小學悲劇事件。槍支遊說團之所以成功，是
因為他們知道美國人的注意力不會持續太久,對
羅伯小學血案的憤怒也只會持續一小段時間,
所以他們毫不顧忌照樣參加活動,當然政客們也
像步槍協會一樣，知道美國人很快就會忘記這
場悲劇，就像人們早已忘了康涅狄格州桑迪胡
克小學 20名學生和6名成年人被殺事件，以及
佛羅裡達州馬喬裡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17人喪
命的事件一樣,他們也知道，就連不到一周前發
生在水牛城的種族主義屠殺10人的事件很快就
會被遺忘。

對抗者的喊或許能給這黑暗帶來一絲光明
。金山州勇士隊教練科爾在一場NBA季後賽新
聞發佈會上全沒談論籃球，而是把注意力集中
在羅伯小學慘案上,科爾拍桌痛罵參議院共和黨
領袖麥康奈爾是拒絕就眾議院通過的槍枝背景
調查法案投反對票的50名參議員之一, 科爾說
：“夠了!我厭倦了沉默的時刻!”是的,政客們
的齷齪是將政治利益置於防止未來大規模槍擊
事件的措施之前,現在是國會停止保護槍支製造
商，並迫使他們為其產品造成的致命傷亡負責
的時候了, 唯有在槍枝上做出釜底抽薪的管制
，才可遏止槍支氾濫!

【李著華觀點 :哀矜默禱
全國步槍協會應正視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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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或有逾七成成年人超重！
英國面臨嚴重“健康危機”

綜合報導 英國癌癥研究會近期研究顯示，到2040年，英國可能有逾

4200萬成年人超重，大約相當於每10個成年人中7人超重。英國政府和研

究機構此前多次警告稱，肥胖是英國面臨的“最大健康危機之壹”。

英國《衛報》援引這組研究數據報道，到2040年，英國成年人中體

重超標者可能占71%，達到4200多萬人。其中，大約2100萬人屬於肥

胖，占成年人口比例可能達到36%。

當前，英國成年人口中體重超標者的比例已經高達64%。

英國癌癥研究會對英國肥胖問題日益嚴峻表達擔憂，說這些數據

“令人震驚”。

英國癌癥研究會首席執行官米歇爾· 米切爾說，這些預測數據應當

“給英國政府敲響關於國民健康的警鐘”，政府部門在應對肥胖危機時

不能再拖拖拉拉，而應盡快實施措施，幫助國民減肥。

研究顯示，肥胖會增加罹患十多種癌癥的風險，還會引發高血壓、糖

尿病等疾病。英國每年約有2.28萬例癌癥病例的病因據信與肥胖有關。

英國癌癥研究會工作人員朱莉· 夏普說，“肥胖是個復雜問題，我

們周圍的世界可能會讓保持健康體重變得非常困難”，希望政府出臺更

多激勵措施，幫助人們保持健康飲食、合理運動。“如果這些令人震驚

的趨勢繼續，肥胖將取代吸煙成為頭號致癌因素”。

英國4月通脹率達9%
創40年新高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英國4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同比上漲9%，為英國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相關官方統計以來最

大漲幅。據英國國家統計局估計，消費者價格指數漲幅上次高出這壹數

字可能在1982年前後。

英國《衛報》認為，英國通脹率創40年來新高，主要受天然氣

和電力價格不斷上漲影響。英國消費者價格指數3月上漲7%，2月上

漲6.2%。

另外，食品漲價和交通費增加同洋擡高英國人生活成本，加居中低

收入家庭生活困境。

英國媒體報道說，盡管材政大臣裏希· 蘇納克暗示可能為最

低收入群體提供進壹步幫扶措施，但圍繞如何籌措相關巨額社會

保障資金，英國內閣仍存分歧。壹些人支持對油氣企業開征“暴

利稅”。

5月5日，壹名男子在英國倫敦壹家超市內購物。新華社記者李穎攝

17日公布的壹項調查結果顯示，約三分之二受調查者關閉溫控設備

，近半數減少開車或更換超市購物。

壹些企業認為，工資上漲同洋是推升物價的原因。

17日公布的勞動力市場數據顯示，3月平均薪酬增加7%。這主要是

由於金融、IT、建築和專業服務等行業員工獎金增加。剔除獎金因素，

所有行業當月平均漲薪4.2%。

4月13日，壹名市民在英國曼撤斯特壹處加油站加油。新華社發

（橋恩· 休珀攝）

《衛報》同時認為，通脹率飆升的另壹原因是，英鎊貶值增加進口

成本。英鎊對美元匯率上月以來壹路下跌。英國通脹率達9%的消息公

布後，英鎊對美元匯率應聲下跌0.4%。

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本月早些時候預測，通脹率今年晚些時候

可能達到10%。

英德遊客因涉嫌“順走”伊拉克文物有可能被判死刑

綜合報導 伊拉克法院正在

審理壹起英國和德國遊客涉嫌

盜竊伊拉克歷史文物的案件，

按照伊拉克法律，如兩人罪名

成立，最高可被判處死刑。

報道稱，兩名嫌疑人分別

是 66 歲的英國地質學家詹姆

斯•菲頓和 60 歲的德國精神

病學家沃爾克•沃爾德曼，

他們來自壹個不知名的旅遊

團，於3月20日在巴格達機場

被捕，並被指控非法持有 12

件古董陶器碎片。在本案於

22 日舉行的聽證會上，伊拉

克法院對兩人是否計劃利用

這些古董碎片獲利的問題進

行了審理，但到目前為止，

案件細節尚未公布。

據報道，菲頓稱這12件古

陶器碎片是在埃利都的古代蘇

美爾人城市考古遺址發現的，

他辯稱，雖然“懷疑”這

些碎片來自古代，但他並

不知道帶走它們違反了伊

拉克法律。菲頓說，“我

沒有意識到拿走這些碎片

是違法的。讓我困惑的是

，當地壹些考古遺址有警

示牌、警衛和柵欄，而有

壹些地方卻是開放的。”

此外，為證明自己的

行為正當，菲頓還稱有些

碎片“還沒有自己指甲蓋

大”，但伊拉克法院首席

法官賈比爾回應道，“大

小是無關緊要的”。

另壹名嫌疑人沃爾德曼則表

示，在個人物品中發現的兩件

文物不是自己的，是菲頓交給

他的。“菲頓給我這些碎片時

，我把它們裝在壹個透明的袋

子裏，沒有打算藏匿它們，所

以它們才會出現在X光機（指

被發現），我應該在進入機場

之前把它們還給菲頓。”沃爾

德曼說。

此外，本案還引起英國民

眾和政府的關註。英國已有5

萬多人簽署請願書，要求釋放

菲頓。英國亞洲和中東事務大

臣梅林表示，英國政府“已經

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了對菲頓案

可能判處死刑的擔憂”。

報道稱，根據《伊拉克

歷史遺產法》第 41 條，故意

或企圖將考古文物從伊拉克

運走的行為，最高可被判處

死刑。

IMF總裁：全球經濟可能面臨
“二戰以來最大的考驗”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總裁克裏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

lina Georgieva)今年再度提出全球經濟面臨

巨大挑戰的警告，並稱全球經濟正面臨

“二戰以來最大的考驗”。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

nomic Forum)開幕之際，IMF總裁格奧爾

基耶娃與IMF第一副總裁Gita Gopinath以

及戰略、政策和審查部門負責人 Ceyla

Pazarbasioglu聯合發文稱，全球經濟正面

臨“自二戰以來的最大考驗”。

文章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

侵”加劇了Covid-19 大流行。接二連三

的危機摧毀了生活，拖累了經濟增長，

推高了通貨膨脹。高昂的食品和能源價

格給世界各地的家庭帶來沈重壓力。收

緊的金融環境給負債累累的國家、公

司和家庭帶來了進一步的壓力。在供

應鏈持續中斷的情況下，國家和公司正

在重新評估全球供應鏈。再加上金融市

場的劇烈波動和氣候變化的持續威脅，

我們面臨著潛在的災難彙合。烏克蘭戰

爭使得地緣經濟分裂風

險急劇增加，阻礙了應

對能力。

文章指出，在30多

個國家限制食品、能源

和其 他 關 鍵 商 品 的 貿

易後，各國應降低貿

易壁壘。各國應使進口

多樣化，以確保供應鏈

的安全，並減少因供應

中斷造成的産量損失。

文章還從四方面提到了相關應對措

施，包括加強貿易以增強韌性；共同應

對債務；實現跨境支付現代化；應對氣

候變化。

在應對債務方面，文章提到，由于大

約60%的低收入國家存在嚴重的債務脆弱

性，一些國家需要進行債務重組。如果沒

有果斷的合作來減輕他們的負擔，他們和

他們的債權人都會變得更糟。但債務可持

續性的回歸將吸引新的投資並刺激包容性

增長。

此外，低效的支付系統是包容性增

長的另一個障礙。 以彙款爲例：國際

轉賬的平均費用爲 6.3%。 這意味著每

年約有 450 億美元被轉移到中介機構手

中，遠離數百萬低收入家庭。因此，

各國可以共同努力開發一個全球公共

數字平台——一種具有明確規則的新型

支付基礎設施，以便每個人都能以最

低成本、最高速度和最高安全性彙款

。 它還可以連接各種形式的貨幣，包

括央行數字貨幣。

法國專家：猴痘大規模傳播風險較低 但必須保持警惕
綜合報導 歐美5月報告猴

痘病例以來，受影響的國家越

來越多，猴痘的傳播途徑以及

是否會大規模暴發，引起各國

擔憂。

據報道，受猴痘病毒影響

較嚴重的國家包括西班牙、

葡萄牙、英國，且猴痘波及

的國家名單越來越長。22 日

，以色列、瑞士也報告其國

內首批病例。法國 19 日在巴

黎大區確診首名病例，是壹

名 29 歲青年，沒有猴痘傳播

國家旅行史，法國公共衛生局

和巴黎大區衛生機構正在進行

深入的流行病學調查。法國衛

生當局建議，如果出現高燒，

並出現伴有水泡的皮疹，應及

時撥打急救熱線。

按照法國衛生部的說法，

多個西方國家的猴痘病例同時

出現並增加，這是前所未有和

不尋常的情況。法國醫學界普

遍認為，猴痘疫情大暴發的可

能性較低，但必須保持警惕。

病毒學家澤維爾· 德蘭巴勒裏認

為，目前處於“中等警戒水

平”。傳染病學家和流行病

學家迪迪埃· 皮特認為，不可

避免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面

臨疫情暴發的開始”。法國國

家衛生管理局（HAS）成員、

傳染病學家讓-丹尼爾· 勒利耶

夫爾表示，不尋常的猴痘病例

值得關切，醫生必須能夠迅速

識別感染者和接觸者，並將他

們隔離。但他認為，法國出現

猴痘病例，不會像法國2020年

出現首名新冠病例壹樣令人擔

憂。

讓-丹尼爾· 勒利耶夫爾解

釋說，當前這些猴痘病例的初

步數據顯示，猴痘像新冠那樣

疫情暴發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與新冠病毒不同的是，猴痘病

毒變異能力要低得多。猴痘可

能人際傳播，並可能造成集群

感染，但猴痘傳播需要長時間

和密切接觸。他相信，猴痘傳

播將被遏制，不會導致疫情大

規模暴發。

讓-丹尼爾· 勒利耶夫爾指

出，猴痘病例激增的可能性不

大，但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可

以針對病例接觸者和周邊人群

接種天花疫苗，雖然天花和猴

痘不是同壹種病毒，但同屬於

痘病毒科，可以獲得交叉保護

。如果有必要開發針對猴痘的

疫苗，這需要更長時間，但醫

學界非常了解猴痘病毒的生物

學特性。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

任漢斯· 克魯格20日表示，除

了壹名猴痘感染者，最近所有

病例都沒有去過猴痘病毒傳播

地區，這壹點令他擔心“猴痘

傳播正在加速”。世界衛生組

織還指出，目前沒有針對猴痘

的特定治療方法或疫苗，但過

去已經證明，天花疫苗在預防

猴痘方面的有效性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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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路透社報導，美國和外交官員表示，隨著北
約盟國提供烏克蘭越來越多先進的武器，華盛頓已經跟基輔討
論有關跨境攻擊俄羅斯國內目標導致戰況升級的風險；官員們
表示，這些對話目的是就風險達成共識。

三位美國官員和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國擔憂戰況升級的
可能，但目前仍然不想限制使用軍援武器的地理位置束縛烏軍
的行動。隨著烏克蘭軍隊的表現超乎預期，拜登政府與盟友更
願意提供遠程打擊武器，包括M777榴彈砲；上周也宣布提供
丹麥的魚叉飛彈。美官員更表示，拜登政府甚至考慮數百公里
射程的M142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

但美國仍然擔心戰況升級，上週美情報部門也警告戰爭走
向 「更加不可預測且可能升級的方向」。美官員表示，美無意
與俄羅斯軍隊直接作戰，僅提供關鍵情報使烏軍可以對重要目
標精準打擊。還有官員表示，目前華盛頓與基輔在使用某些軍
援武器上有 「共識」。

根據俄羅斯外交部網站發表的聲明，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
羅夫（Sergei Lavrov）警告西方，向烏克蘭提供能夠打擊俄羅
斯領土的武器將是 「朝著升級戰況的關鍵一步」。

目前烏克蘭沒有在俄羅斯境內深入打擊，僅在邊境有所行
動，有外交人士稱，這表明基輔理解跨境行動的敏感性。美眾

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柯羅（Jason Crow）則表示，他不擔心戰
情升級的風險，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確保烏克蘭在境內能夠擊退
俄羅斯。

前美國駐北約大使、三星將領魯特（Douglas Lute）也認為
，目前烏克蘭境內有很多軍事目標可以打擊，這也跟西方提供
武器的目的一致，不認為烏克蘭還有餘裕去跨境進攻；但他也
承認，若烏克蘭改變戰略打擊深入俄羅斯國境，那北約內部存
在政治分裂的風險，但目前還沒有這個跡象出現。

搶先中國一步 美拉斐濟加入IPEF

美國祭出北韓相關新制裁
鎖定2家俄羅斯銀行

（綜合報導）中美競爭日趨白熱化，近日雙方都將觸角伸
至南太平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26日至6月4日赴南太
平洋8國進行訪問，將於5月30日到訪斐濟。但上任沒幾天的
澳洲新外長黃英賢27日搶先走訪斐濟，同時白宮也宣布，斐濟
成為 「印太經濟架構」（IPEF）第14個創始成員國，亦是第一
個加入IPEF的太平洋島國。

白宮說，隨著斐濟的加入，現在IPEF的地理範圍已覆蓋整
個太平洋地區，14個創始成員國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南亞、
大洋洲和太平洋的國家。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發表聲明說，
IPEF 「致力於建立一個自由、開放和繁榮的印太地區」，並稱
斐濟對應對氣候變化提出了寶貴意見。另一名美國高級官員也
說，斐濟的加入，使IPEF體現了這整個區域的多元性。

澳洲外長黃英賢27日造訪斐濟。黃英賢表示，她在就任幾
天後就訪問斐濟，表明了澳洲新政府對太平洋地區的重視。她
並說，澳洲尊重太平洋國家自行決定與誰合作，但對於索羅門
群島與中國簽署安全協議感到關切，警告這會在區域造成後果
。王毅26日訪問索羅門群島時則說，對中索安全協議的 「抹黑
與攻擊」都不可行，任何干預及破壞也必然失敗。

王毅27日轉往吉里巴斯訪問。先前報導指，中國亦在與吉
里巴斯商討類似中索協議，但吉國否認。吉國官員說，其重點
在於尋求與中國的貿易和觀光機會。據稱，在雙方計畫簽署的
協議中，引發爭議的重新開放保護水域供捕魚以及升級坎頓島
（Canton Island）簡易機場並未包括在內。

此外，美國國務院26日宣布批准對澳洲價值3.85億美元的

軍售案，其中包括20套 「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HIMARS）
。五角大廈 「國防安全合作局」表示，澳洲是美方在西太平洋
的最重要盟友之一，對確保該區和平和經濟穩定尤其重要，而
協助盟友發展及維持強大的自衛能力，對美國國家利益非常關
鍵。

紐西蘭總理阿德恩則展開訪美行程，26日晚上到哈佛大學
畢業典禮發表演說，她其後向記者透露，將於下周二（31日）
到白宮與美國總統拜登進行會晤，預計會討論印太地區在中美
較量下日益激烈的競爭、貿易議題及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角
色。

軍援武器太強軍援武器太強
華府與烏溝通華府與烏溝通 「「跨境打擊風險跨境打擊風險」」

（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今天在網站發布公告指出，美國
已祭出一系列北韓相關制裁，鎖定1名個人及3個實體，包括2
家俄羅斯銀行及1家北韓公司。

美國最近以北韓恢復試射彈道飛彈為由，帶頭推動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加強制裁北韓，在俄國與中國否決此案後，美國今

天基於北韓發射飛彈祭出新制裁。
美國財政部表示，這次制裁鎖定北韓高麗航空貿易公司

（Air Koryo Trading Corp）及俄國金融機構遠東銀行（Far
Eastern Bank）及史普尼克銀行（Bank Sputnik），因為它們促
成北韓的採購及收益產生。

此外，美國財政部也鎖定一位名叫Jong Yong Nam的人士
，這名人士位在白俄羅斯明斯克，被控直接或間接代表北韓
「第二自然科學院」（SANS）。

此前， 「第二自然科學院」曾因為支持北韓大規模破壞武
器及飛彈計畫而遭到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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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推廣新型低碳高鐵 旨在節能環保
綜合報導 日前從韓國國土交通部獲悉，

韓國正推廣使用采用新型配電方式的

KTX-Eum高速列車，以減少碳排放，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

據韓國國土交通部和韓國鐵路公司(Ko-

rail)介紹，KTX-Eum是韓國於2016年起開始

計劃，首個獨立設計與自主制造的高速鐵路

列車。2021年1月，從首爾清涼裏站至慶尚

北道首府安東市的中央線開始運營；同年7

月江陵線運營。

據悉，由於韓國高鐵車站間距離近、

鐵路軌道多位於山區，橋梁隧道密集，為

與該環境契合，KTX-Eum選擇采用了高速

多動力單元系統，從而可以更加靈敏地控

制加減速，減少發動機所需占據空間，增

加乘客運載量，並在某個發動機出現故障

等應急狀態時保持移動至維修點或下壹站

。得益於其重量分散，該系統還能有效降

低鐵路軌道維修成本。此外，該列車還采

用了鐵路綜合移動網酪系統，以確保列車

安全運行。

值得註意的是，KTX-Eum列車也被稱作

“低碳環保之車”。其碳排放量僅為汽車的

六分之壹，消耗能源也為汽車的十三分之壹

。據介紹，該電動列車的運行大幅降低韓國

內燃柴油火車數量，預計因此韓國每年將減

少70000噸溫室氣體的排放。

日前，記者乘坐KTX-Eum遊覽了文化和

歷史所在的慶尚北道的文化名城安東。記者

註意到，該列車每排座位都設有單獨窗護供

乘客賞景，且每個座位前側都設有手機無線

充電器、USB接口、視頻收看屏幕等。

據介紹，無線充電設施是KTX-Eum的壹項

獨特功能，因為乘客可以在乘車過程中

為手機充滿電，而無需單獨的充電器。

據 Korail介紹，從首爾清涼裏站到

慶尚北道安東站的219.4公裏行程僅用

時2小時3分鐘，與之前的4小時行程相

比顯著縮短。目前Korail計劃進壹步開

發中央線，如若從忠清北道潭到慶尚北

永川的鐵路開通，旅行時間將進壹步縮

短。

作為保存韓國傳統文化和洋貌最完

整的城市，隨著新的交通工具和社交距

離措施的解除，安東市也期待更多遊客來到

這裏了解韓國的歷史和傳統文化。

安東市市長權寧世對記者分享了對未來

更多遊客到訪安東的期望，以及該市采用智

能技術以成為更具可持續性和未來感的城市

的計劃。“通過乘坐低碳列車，遊客可以在

兩個小時內從首爾抵達安東。此外，在國土

交通部的支持下，我們計劃采用信息通信技

術，並通過實施智能人行橫道和生態友好型

房屋等基礎設施，利用智能技術建設壹座未

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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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近日

，印度壹名61歲的男子和40歲的情人入住

壹家酒店，兩人在進行親密行為時男方突

然失去知覺昏迷不醒，被送入醫院後，他

被宣布死亡。

據報道，這壹事件發生在印度 孟買地

區。當地時間周壹（5月23日）上午 10 點

左右，壹名 61 歲的男子和壹名40歲的女

子入住郊區庫爾拉的壹家酒店。

辦理入住後壹段時間，該女子聯系酒

店的接待處尋求幫助，她告訴他們自己的

男伴突然失去知覺昏迷不醒。酒店工作人

員趕過去查看，隨後立即通知當地警察，

他們將老人送往錫永的壹家醫院，在那裏

他被宣布死亡。

這名女子後來被帶到庫爾拉警察局接

受訊問。她告訴警方，61歲的男子是沃爾

裏居民，在壹家私人公司工作。兩人的年

齡相差了21歲，他們是情人關系。

這名女子還說，兩人在進行親密行為

的過程中，男方試圖喝酒，結果突然昏迷

不醒。庫爾拉警察局官員表示，目前尚不

清楚這名男子的死亡原因。

這位官員說：“根據初步調查結果信息，我們將此案

登記為是壹起意外，並正在等待他的屎檢報告，以了解確

切的死因，同時查明他是否服用過任何藥物。”

韓國“新冠患者免隔離”將推遲實施：

因發現傳染力更強變異株

綜合報導 因發現傳染力更強的新

冠病毒變異株，韓國原計劃23日執行

的“新冠患者免隔離”措施將推遲實

施。現有的新冠患者義務隔離七天措

施，將繼續實施四星期。

20日，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

部第二次長、行政安全部長官李祥敏

表示，韓國已發現傳染力更強的變異

株，該毒株或可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並

逃避免疫，令人擔憂。

李祥敏稱，韓國政府將在四星期

後重新評估疫情流行情況，其間將廣

泛聽取專家意見，具體制定免除隔離

義務的合理標準，構建基於科學的防

疫體系。

韓國政府發布“後奧密克戎時期

應對計劃”，原計劃於5月23日“初

行期”結束當天轉入“鞏固期”，取

消確診者的隔離義務，正式進入“後

新冠時代”。

目前韓國疫情形勢依然嚴峻。韓

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0日通報，截至

當天零時，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

25125 例，累計確診超 1700 萬，為

17914957例；新增死亡43例，累計死

亡23885例。

日本6月起再次放寬入境限制
部分國家人員入境無需核酸檢測及隔離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計劃自6月 1日起將單日入境人數上限

從現行的1萬人放寬至2萬人，並在維持現行的機場檢疫體制

基礎上，擬於今年夏季引入對部分國家· 地區的入境人員免除

核酸檢測和隔離措施的制度。相關方針將於 5月 20日正式對

外公布。

日本政府計劃今後調整防疫措施，將根據機場檢疫部門核酸

檢測的“陽性率”將各個國家和地區分為三個組，對於陽性率最

低的那組（國家· 地區的）入境人員，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均可

免除核酸檢測以及居家隔離等措施。

對於第二組（國家· 地區的）入境人員，如已接種了3劑日本

政府指定的新冠疫苗，也可以免除核酸檢測以及隔離措施。對於

新冠檢測“陽性率”比例最高的那組（國家· 地區的）入境人員，

將繼續采取現行的檢測和隔離措施。

目前，日本實施的入境政策要求包括日籍人士在內的所有入

境人員，均需提交出發前72小時內接受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

在抵達機場後再次進行核酸檢測。

據悉，日本政府自4月10日起將每天的入境人數上限從7千人

提高到1萬人，而日本經濟界則希望進壹步放寬入境限制。日本

政府觀光局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的訪日外國人有13萬9500

人。這是訪日外國人自2020年3月以來、時隔2年1個月再次超過

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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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黄金四月天，北方春意还未

见清晰之貌，烟雨江南的泥土气息便

浓郁地由南至北地浮涌而来。

扬州，是喜欢游山玩水人士的标

配。不在暮春时节下一次扬州，人生

似乎少了许多况味。

闪驰而过的动车车窗之外，是南

国阴郁天空弥漫的春景。一分钟之前

的天空还是晴朗通透，可在一瞬之间

，专属江南的初春碎雨便击打起游人

心中好奇的涟漪。

世人均知“烟花三月下扬州”，

其实有所不知的是，扬州“真容”远

非诗词歌赋描写得那般美好。初访扬

州，雨滴从小变大，淅淅沥沥洒落个

不停，千万珠水滴极为顽戾地横冲直

闯于人间，公然地罔顾如织旅人之嫌

弃。“烟花三月”亲赴扬州的我，倍

受阴雨绵绵之天气所折服。

据报道，2018年 5月 24日的晚上

，扬州人经历了一场被暴雨级别笼罩

的恐慌之中。全城被一天一夜永不停

歇的雨水所困扰，仪征和江都地区更

是陷入了破百毫米的大暴雨的席卷之

中。扬州地处长江北岸，介于亚热带

和温带气候的过渡区。如下图所示，

从3月份开始，丰沛的雨量就开启了

它任性小脾气。

即使难逃被雨水冲刷的“悲情宿

命”，这座曾为“唐朝上海”的城池

却总少不了被上千万首诗词所歌颂。

无论是“夜帆归楚客，昨日度江书”

还是“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

纷纷”，抑或是“十里长街市井连，

月明桥上看神仙”，在古诗词中华丽

绽放的扬州城绝不是海市蜃楼，它的

华美终究要归结于一派长物。

雨伞从头到尾都是必备之物，靠

它照相，撑它赏景。毫无疑问，雨中

撑伞漫步于扬州腹地，睹物生情，怀

古思今，便是古人钟爱此地的一大理

由矣。

撑一把伞，漫无目的地游走在瘦

西湖的怀抱中，春雨将滋润着花儿裹

挟着泥土的芬芳，一并馈赠于四面八

方的来客。伴着春雨，我匆匆落脚于

瘦西湖之园林院落中，一顿疾步快跑

，抬头张望远方。三个大字随细雨停

歇于桥顶之上““五亭桥”。

五亭桥实为瘦西湖园内的“打卡

圣地”，其游玩之地位如同太和殿之

于故宫，蒙娜丽莎之于卢浮宫。五亭

桥原名为莲花桥，本为一位清代盐商

黄履暹所拥别墅之建筑。这座建筑与

众不同之处在于桥下的四翼各开三个

半圆形桥孔，据说这样别致的造型可

达致“月满时每洞各衔一月，金色荡

漾”之视觉效果，其完全不同于北京

皇家园林庄严肃穆的美学意味，更显

生意人别样的审美格调。

雨滴碎碎地砸向瘦西湖五亭桥脚

下的河溪之中，原本平静的水面被一

丝丝如仙境般的烟云所占据。柔情垂

柳随风摆动，刹那间氤氲四起，怎一

派天上人间。

得益于烟雨蒙蒙的垂青，扬州之

天地从来不乏一些朦朦胧胧的画面，

总有一些看不透的风情。若是少了雨

雾所营造的“烟雨之境”，扬州就如

同一位姿色甚好的少女缺妆乏裙，空

有身形，毫无修饰，终难以十全十美

的面目，征服世人。

瘦西湖的雏形是一条宽阔的护城

河，扬州的性情是“属水”的。扬州

城的如烟往事，理应从“属水”的大

运河讲起。

2014 年 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大运河的原

点城市，扬州更是大刀阔斧地进入到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之中。对此，扬

州政府也于2019年 9月公开表示，扬

州将启动建设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持

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扬州担当”

。

众所周知，扬州曾是盛唐时期最

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大唐王朝对外

交流的门户。然而，如此都城在唐末

五代的军阀混战中，被毁于一旦。依

托于京杭大运河的交通枢纽位置，扬

州经由运河将长江中下游的粮食运送

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让扬

州成为官盐最大的集散地，环环相扣

的银庄也在此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天下殷富。莫逾江浙；江省繁

丽，莫盛苏扬。”渐渐地，扬州被视

为天下富庶之地，它充当起帮助盐商

投资兴业的金融中心，成为整个中国

乃至东亚地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

交通中心、金融中心促成了扬州宗教

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地位。现存于扬州

大明寺的遗址景点，古有“扬州第一

名胜”之说，它就是一代名僧鉴真生

活和讲学之所。

有财富的地方，有江湖；有江湖

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娱乐。富裕的商

人除了将赚下的钱财投注于类似瘦西

湖、个园等私家园林之处，还大兴歌

舞、艺人、书画、杂技等娱乐产业。

人们对名噪一时“扬州八怪”创作作

品的文化消费，更是离不开在扬州暴

发盐商的慷慨赞助和市场引领。一时

之间，扬州晋升为可与南北两京、苏

杭二州相比肩的“士大夫必游五都会

”。

知名的以扬州菜——比如，金葱

高邮麻鸭、水晶猪蹄、盐水虾、扬州

老鹅、蟹粉狮头、紫檀虎尾、大煮干

丝、扬州炒饭等必吃美食——为代表

的淮扬菜即从此开始确立了自己的江

湖地位。扬州三把刀以及扬州修脚，

都是在娱乐业大行其道的时期应际而

生的。

夜色扬州，登上东关街的城墙，

鸟瞰万家灯火，阑珊人家。1817年的

四美酱园、1830年的谢馥春香粉店、

1862年的潘广和五金店早已不见踪影

，但是三三两两的游客却“一厢情愿

”地扮演起古时徜徉街头、乐享于讨

价还价之快中的市井臣民。在这整座

城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街中，我找

到了一种富庶之地的逻辑：一城、一

市、一家、一人的富庶，远非是金钱

的充裕，而是一种心态的富足，是一

番众人皆得自在的惬意。

到了明清时期，像黄履暹那般的

盐业巨商云集于此，占地为“王”。

从明朝开始，食盐可以自由贩卖。这

种历史传统就像温润的春雨一样慢慢

滋养着江淮一代的盐商。到了清代，

这些盐商已成为“富可敌国”的御用

商人。清朝官员李澄对此直言道：

“淮商资本充实者以千万计，次者以

数百万计。”

“手中有盐，心里不慌。”富裕

起来的扬州盐商不仅“心里不慌”，

而且雄踞一隅，奢侈成性，逐渐形成

了“暴发户”式的炫耀心态。似乎是

中了“缺啥而补啥”的千古魔咒，一

些生意人纷纷开了“文人墨客”的

“窍”。他们挥金如土，邀聘建筑大

家，在这里营建一座座别具风雅之韵

的亭台楼阁。

堪比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心打造的

凡尔赛宫，瘦西湖中黄园、长堤春柳

、石壁流淙、卷石洞天等大部分乾隆

时期的“二十四景”无一处不彰显着

扬州盐上的“雄心壮志”——用丰腴

的物质积淀来营建一幅专属富人群体

的画卷。

富商们在瘦西湖一带穷奢极侈的

“显摆”之举，引来清朝诗人汪沆的

思考。他在自己所创作的诗话中写道

：“垂柳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

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

湖。”自此，瘦西湖之名也因此诞生

于世。瘦西湖依河而建，蜿蜒曲折，

湖光山色，自成一派，成为历代游人

纷纷驻足的古迹名胜。

有意思的是，当富商富裕到一定

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不仅仅停留在

“炫耀”的层面，而是选择拂袖而去

，低调地择一方水土过起了“隐居”

的文人生活。个园就是其中一例。

1818年嘉庆年间，两淮盐商黄至

筠另起炉灶，离开浮华繁躁的瘦西湖

，在扬州城内东关街用竹林围构起虚

怀若谷、高雅风骨的私人园林。个园

，从字形来看是一座以“竹子”为主

题的园林。在一派翠绿满盈的园林中

，园林主人巧妙地将院落的形状和假

山、亭宇、石径、屋檐组成“春夏秋

冬”的格局。

“躲进院落成一统，管他春夏与

秋冬。”每一个富裕起来的得势者渐

渐褪去了先前一夜暴发的戾气，甘愿

内敛地躲进山好水好的私人别墅中独

自欢娱而不为人知。个园之中的游客

络绎不绝，接踵而至，他们或许全然

不知这一精致的园子竟先后转手于镇

江丹徒盐商李文安、军阀徐宝山、蒋

氏、朱氏等多个名门望族，它见证了

世态炎凉、物是人非的时光嬗变。

在任何一个社会，清净自怡的生

活恐怕都是稀缺的资源，总免不了为

世俗所倾慕。被誉为“晚清第一名园

”的何园，寄托了扬州人乐享一隅安

逸的心境，也同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

建筑风格。

何园之中1500米的廊道左右交错

、高低勾连、容山纳水、怀情写趣

，开创了中国园林史上廊道构造和

立体景观之先河。携布谷鸟之鸣叫

，伴杜鹃花之芬芳，游走在这样一

派清雅林之中，上天入地的自在便

是应运而生，如此闲情逸致也成为

万千文人垂访之由。国画大师黄宾

虹每访扬州，均榻于何园骑马楼东

一楼。著名作家朱千华也偏爱何园

，他五年的创作心绪都栖息于骑马

楼的东二楼。

古人为何钟钟情于扬州？置身其

中，曾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下

子就有了它的答案。其实，曲径通

幽、一步一景，都不是江南园林真

正的魔魅之处。在烟雨扬州城中漫

游，人们都可捕捉到有一种不同于

皇城根的味道，它是一种淡泊致远

的情怀。

富可敌国的扬州盐商从一开始就

深谙一个道理，他们也许永远也无法

拥有雍正、乾隆那般的权势，却可以

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纵情控驶一艘华

丽自在的船只，纵情于湖光山水之间

，享乐于自己用物欲财情所构筑的浮

华之中。

这种从扬州盐商身上散发而来的

享乐主义的心态，不同于西方15世纪

至17世纪所盛行的重商主义。通过资

金积累而造福于黎民百姓，也并非江

淮商贾积极的自省之念。也许，瘦西

湖所折射出来的拜金主义有一些功利

主义般的“小市民”情绪，却也同时

饱含着一代富贾名流“正知正觉”的

自知之明。

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不是想得

就得到的，权势、财富、地位、身份

忽明忽暗，若即若离。幸运的是，

“扬州人”可以凭借一方水土去寄托

，去怀想，去安放。

扬
州
，
人
间
四
月
做
神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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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一对老同学夫妇产几年移居美国，

平时的联系中很少提到他们自已，每次

的主题都是关于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上学

的情况。每次联系过后，我都情不自禁

地要联想到中国的教育，比较的结果是

很有意思的。

这对老同学是怀着对美国小学教育

的很大成见，在很无奈的心境下，把在

国内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送进了美国

的学校。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随着儿子小木

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和孩子共同喜欢上

了美国的学校和美国的教育方式。

小木喜欢美国学校里的“有趣”，

全然没有在中国的学校上课时的枯燥乏

味的感受，而且每天都有着日新月异的

快乐感受。

在美国学校里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内

要广泛得多，真可谓丰富多彩。有一门

“社会学习”的课程，其中括：1、学

习看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某次火灾的

分布区；

2、根据物理的质量及力的原理设

计一辆小车；

3、学习有关火山、地震的原理并

做相应的实验和写实验报告；

4、学习关于疾病的传播方式、病

菌的种类、基本的卫生习惯；

5、学习食品的营养成分，并参观

学生的午餐食品厂，还要自制小点心、

自己制定营养食谱等等。

与国内正襟危坐的课堂相比，美国

学校的课堂气氛要活跃得多，上课的形

式也多样化。小木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

，常常有很多搞不懂的地方。

比如：有一天，大家都穿睡衣来上

学，而有一天，一个同学居然带来一条

狗给大家讲解。 美国学校的课余活动

很多，每逢各种节日都要组织相应的娱

乐活动，师生在一起开联欢会，学生们

互送自制的礼物。在中国，小木从来没

有看到学校组织过课外活动，即使到了

“６.１”儿童节也只是班级里组织个

朗读活动，并且很少有户外活动。亲身

参与的少之又少，他总觉得这原本是属

于自己的节日却跟没过一样。

小木在中国上学时，书包总是沉到

几近背不动的程度，但是在美国，书本

都放在学校并不带回家去，这不仅意味

着，孩子的双肩是轻松的，而且回家后

写的作业是不需要课本的。从学习内容

来看，这恐怕是中美两国的小学教育最

大的差别了。

在中国，课本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全

部内容，课堂教学不出课本范围，写作

业一般也不会超出课本。 小木在中国

的学校里是不喜欢写作业的，因为作业

总是课本内容的繁琐重复，令他厌烦，

可他在美国的学校里却非常喜欢写作业

，因为每次作业都充满了新奇的知识和

强大的吸引力，使他总能从中看到更多

新奇的事物。此外，在中国上学时，放

学后的作业是当天写、第二天要交的，

而在美国上学，作业常常是一个星期以

后交。 小木的父母很惊奇地发现，眼

瞧着儿子一天到晚的玩，却有着比国内

同龄孩子强得多的动手能力和广泛得多

的知识面，特别是，小木用计算机查资

料的能力特别强，对图书馆更是熟悉，

字也打得飞快。小木的这些能力，对于

一般国内同龄孩子来说确是不具备的。

问题是，我们国内的孩子没有必要

具备这些能力，因为国内学校教育在这

些方面对学生们是没有要求的。试想一

理，几本教科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

，谁还会利用计算机、图书馆去大查特

查资料呢？（除非打游戏）。

与西方的孩子相比，国内的孩子不

仅缺乏动手能力、而且也缺乏广泛的知

识面，因为太局限于课本。

但美国的教育也有它的缺陷，即宽

而浅，相比较，中国的教育则是窄而深

。

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让孩子们掌

握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这一基本

的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小学教育来看都是

没有多大差别的。

在小学六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一基本

任务总是绰绰有余的，而在完成了读、

写、算基本技能训练之后，学校教育再

朝那个方向发展则体现了各国教育的差

异。

美国的教育是向“广，散”的方向

发展，学校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

光投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

学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望，并注重鼓励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

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

，老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

本内容，即使是10以内的加减法，我们

的老师也能变换出数十种不同的题型来

。由此可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数学

的实际目的也已大大超出了培养基本计

算能力的范畴，从而演变成了纯粹的智

力训练乃至智力游戏。

目前国内小学数学的教学方向，背

离了数学的工具性、实用性的本质，而

是追求题型的复杂性、花样性，使原本

具有工具性、应用性的数学被数学游戏

所取代。

而美国的教育是以受教者为本的，

即以小学生为本，教师讲课的好坏是以

学生听讲的效果来判断的，教学的内容

则考虑到学生的兴趣。

国内的教育是以教育者为中心的，

即以教师等施教者为中心，教师讲课的

好坏是以教育工作者听课的效果来判断

的，教学的内容则主要是以施教者认为

是否有用。而不是以学生为本。

我曾经读过一本英文版的美国语文

教科书，发现那里面基本都引人入胜的

美文，令我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代人的

记忆中从小读到大，中国的语文课本里

总是充满着最没意思的古文，这也是我

这几年以来的一大困惑。中国有那么多

引人入胜的美文佳品，为什么语文课本

总是选一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文字，更令

人不解的是，对那些看一遍都勉强的文

字，老师还要求抄写、默写、背诵。所

以在学生时代，最喜欢读书的我，却最

讨厌上语文课。

国内语文课本的内容是以叙述文、

议论文、古诗词为主，编辑者无疑认为

这是文字的主流，以至于趣闻、笑话、

幽默小品、生活随笔、短篇小说则均被

认为不是规范文字而不适用于教村使用

。

而且语文课本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

、伦理、道德说教，选编者对所选的文

字考虑了太多的政治价值、伦理道德价

值，就是没有考虑文字的审美愉悦价值

。我们似乎不太懂得运用文字本身的感

染力和内在的魅力来达到灌输价值现的

目的。由于考虑了过多的非文学因素，

这不仅导致了学生不爱读课文，也同时

阻碍了培养学生一般的阅读兴趣。

教育是一门艺术，需要教育者用心

钻研，而研究的核心则是受教育者的心

理。我们的教育有自己的传统，但改革

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不符合学生接受

知识的自然心理规律，不合理的教育观

念、教育方法则是势在必行的。 素质

教育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了，教育改

革的各种新措施也层出不穷。但是在具

体的学校教学中却常常看不到本质的变

化，似乎总是换汤不换药。问题的症结

的在于、学校的基层管理者和多数教师

的观念没有更新，还是以分高者为傲呢

？

美国的教师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

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很关注教育研究的

各种新成果，他们把这些新的教育观念

、新的教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

实践之中，固而每个普通的美国教师都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灵活多变的教学方

法。

譬如，当一位国内学生的家长问一

名美国的小学教师：“你们怎么不让孩

子们背一些重要的知识呢？”这位美国

教师的回答是，“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

，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

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

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

；

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

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

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

聪明。

在感叹一名普通的美国小学教师的

这番远见卓识的同时，也非常遗憾我们

国内的教师还只是停留在传授书本知识

的水平。 美国的教师可谓是名副其实

的教师，不仅传授新知识而且传授新观

念。为学生指点求知方向这方面，我国

的教师显然不如关国的教师。

尽管中国的教师业务水平都不低，

但了解教育理念、懂得学生心理发展规

律的教师可能就不多了，而把新的教育

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的教师可能更是

少之又少。

素质教育不应在我国只是喊的响的

口号，更应付诸实际行动。教师如何不

紧盯升学率、学生如何全面发展。这应

是全社会都应为之思考的问题。

这些中美教育的差异
值得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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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答貸款常見問題及誤區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答貸款常見問題及誤區
1. 你在申請貸款時，貸款

人的關註點通常是什麽？
貸款人的關註點可以用“三

個C”來概括——cash（現金）
、credit（信用）和collateral（抵
押品）。 現金是指您有足夠的資
金來支付首付款和過戶結算費。
良好的信用是指您曾經貸過款且
之後按時足額地償還了債務。 抵
押品是指抵押貸款的擔保物，以
你所融資的房屋為代表。 貸款人
希望明確，您所購買的房屋的價
值足以抵消您所借貸的金額。

2. 什麽樣的抵押貸款最適
合我？

這可能是買房過程中最難處
理的部分。主要有三種抵押貸款
類型：固定利率或固定利率抵押
貸款；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或ARM
；和只付息抵押貸款。以下四個
問題和答案對此類項目及其利弊
進行了說明。

3. 什麽是固定利率抵押貸
款？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利率顧
名思義就是在整個貸款期限內保
持不變。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還
款期限通常為 10至 30年，有時
為40年。還款期限較短的情況，
利率通常較低，但每月還款額較
高。還款期限較長的情況，每月
還款額較低；但由於期限較長，
整個貸款期限內產生的利息較高
。

4. 什麽是可調利率抵押貸
款（ARM）？

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或ARM在
初始期的利率是固定的，初始期
後每年都會根據不同標準調整利
率。例如，前五年5/1 ARM的利
率是固定的，之後每年都會調整
。如果你認為在未來幾年裏，你

的收入會穩步增加，或你計劃在
幾年內搬離此處且不擔心潛在的
利率上漲現象，則可以選擇ARM
。但一定要註意：雖然ARM的初
始利率通常較低，但利率調整幅
度較大，甚至會導致貸款無力承
擔。

5. 什麽是兩階段償還貸款
？

兩階段償還貸款是ARM的一
種類型，即僅在貸款後五年或七
年調整一次。本次調整後，抵押
貸款的利率在剩余30年的還款期
內均保持不變。

6. 什麽是只付息抵押貸款
？

只付息抵押貸款在某種程度
上類似於ARM。初期階段，借款
人僅償還分期償還利息（不計入
貸款本金中的款項）。僅付息貸
款的好處是最初幾個月的還款額
較低。缺點是借款人在整個貸款
期限內需要償還的利息較高，且
僅在計息期到期後，每月還款額
會大幅增加。

7. 我何時能知道利率是多
少？

申請當天，貸款人會提供給
你一個利率。該利率可能會在你
實際結算貸款時不適用，除非對
其進行鎖定。利率鎖定可以保證
該利率在一定時間內保持不變，
通常為30至60天。請記住，利
率會影響您的借款額度，高利率
會使您應獲得的抵押貸款額度降
低。

8. 是否所有貸款人都具有
相同的利率鎖定政策？

否。查看利率鎖定是否會在
辦理貸款之前到期以及貸款人是
否承諾了快速周轉時間。如果利
率鎖定在辦理和結算貸款之前到

期，則該鎖定就無意義。詢問貸
款人是否會在利率下降時提供
“利率再鎖定”服務。此外，如
果貸款人在利率鎖定期限未批準
您的貸款，您還需要查明貸款人
相關政策。

9. 我如何才能加快該進
程？

加快進程的最常見方式
是縮短貸款人等待的時間。
在貸款人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時，及時做出回應。您還可
以聯系貸款人查看貸款狀態
。

10. 如果我的抵押貸款申
請被否決，我應該怎麽做？

在整個申請過程中，您
需要與貸款人進行良好溝通
，這一點非常重要，申請被
否決時尤其如此。您的申請
可能會因收入不足、信用不
良或債務過多而被否決。核
實你的信用報告，以確保其
是正確的。申請被一家貸款
人否決，並不意味著會被其
他貸款人否決。

根據法律規定，如果您
的申請被否決或拒絕，貸款
人需要以書面形式告知您。
出現這種情況，您應該與貸
款人進行討論，以便您澄清
導致申請被否決的情況，試
圖提高今後您獲得抵押貸款
的能力。有些情況下，我們
無法改變被否決的結果。而
在有些情況下，您可以在被
否決後立即或在短時間內進
行補救。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
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
款銀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
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
顧問王潔（Jessie Wang）可以幫
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
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
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
，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款問題

，都可以聯系資深貸款顧問王潔
，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製
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
電話是: 832-235-8283。

董子天榮登Shuba雜誌封面封底

雲集全球名模名攝影師的美麗美麗時尚雜誌Shuba今日出版2022年5月刊，封面和封底均採用了達拉斯著名攝影師She-
phen Boyd於4月20日在休斯敦植物花園Houston Botanic Garden為網紅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拍攝的一組照片，值得一提
的是：內頁也有6頁選用的也是子天的照片，其中8-9頁更是用一張照片橫貫兩頁篇幅。總共66頁的最精印刷版，足足有6
分之一選用的是Sky Dong的模特照。

Sky Dong在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的採訪中表示：“我認為內頁雜誌的模特各個都比我還要美！雜誌把我評為2022年時
尚衣著美妝風向標！我的美妝衣著全由我個人精心打造[偷笑]同時也感謝所有的品牌贊助商！自二月份榮登La Modèle 雜誌
封面後！時尚圈把我定位為模特界新貴！亞裔小女子一樣可以在北美時尚圈刮起一陣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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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炸鍋料理系列
HOTPOT SOUP BASE FT. AIR FRYER RECIPE SERIES

&

做法
(1)沙河粉泡水至軟，瀝乾備用。
(2)將沙河粉、豆腐丁、碎花生、
蝦米乾、紅蔥頭末、蒜末、
甜菜脯、酸辣鍋底包的醬和湯底
混拌均勻。移至氣炸鍋中，以
400°F氣炸 3分種。(3)拌入熟蝦、
韭菜和豆芽後推到一邊。噴些油
在空出來的另一邊，打入雞蛋，輕輕剁碎蛋黃，以些許鹽調味。
繼續以400°F氣炸5-8分鐘。(4)時間到後，趁熱攪拌均勻即可。

食材
1包 牛頭牌酸辣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酸辣鍋底包*&1包濃縮高湯包*)
• 9 盎司 沙河粉 
• 1杯 老豆腐，切小丁
• 1/4杯 碎花生
• 1大匙 蝦米乾，切末
• 1顆 紅蔥頭，切末
• 2瓣 蒜，切末

泰式風味炒河粉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 1大匙 甜菜脯(蘿蔔乾)
• 1大匙 酸辣鍋底包的醬
• 1大匙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 12 隻 熟蝦(小)
• 1.5 杯 韭菜段
• 1.5 杯 豆芽
• 2顆 雞蛋

Thai Style Rice Noodle Stir-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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