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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天在
大幅下調全球經濟成長預測時警告，
全球經濟有陷入類似1970年代停滯性
通膨（stagflation）的風險，這主要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

世界銀行發布最新一期 「全球經
濟 展 望 」 （Global Economic Pros-
pects）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
將放緩至2.9%，比1月的預測大幅下
修1.2個百分點。疲弱成長加上物價飆
高，可能在數十個正努力從Covid-19
疫情復甦的較貧窮國家引發廣泛苦難
。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告訴記者： 「停滯性通膨風

險相當高，可能在中、低收入經濟體
造成動盪。許多國家將難以避免衰退
。」

馬爾帕斯警告，如果展望報告中
的風險都成形，全球經濟成長甚至可
能更急遽放緩，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報告指出，烏克蘭戰爭加深疫情
的傷害，並加劇全球經濟放緩，全球
經濟 「可能正進入長期的疲弱成長和
高通膨」 。

全球經濟因疫情下滑後，2021年
強勁成長 5.7%，而目前的萎縮將是
「全球從80多年來最大的衰退初步復
甦後最急遽的放緩」 。報告指出這與

1970年代的相似性。當時在經歷長期
低利率後，成長停滯，物價因供應因
素飆高。不同的是，目前美元走堅，
主要金融機構穩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西方對
俄國施加製裁，造成榖物和油價飆高
。馬爾帕斯強調，由於天然氣和肥料
短缺影響糧食生產，有必要增產以遏
制物價飆高，尤其是提高能源產量。

馬爾帕斯指出，避免出口限制和
補貼 「以加劇物價上揚和扭曲市場至
關重要」 。展望報告警告，試圖控制
價格或限制出口以遏止通膨，僅會加
深傷害。

降到低點 世界銀行大降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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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gas prices could soon
pass a national average of
$5.00. An industry expert
predicted that this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ten days.

Gas prices at the pump

have climbed to a record
national average high of
$4.87. Today, according to
AAA, the national average
price for a gallon of gas
one year ago was just
$3.05.

An owner of a Ford 150
Super Truck has a
48-gallon fuel tank and to
fill up his tank one year ago
would have cost him $146
dollars. But today, it will
cost him $242 to fill up his
tank.

Higher gas prices have
also started to take a hit on
small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s that rely on the
use of vehicles every day.
Because of higher gas
prices, a lot of volunteers
just can’t afford to fill up
their tanks. To deliver
meals to seniors, owners of
small trucking companies
can’t afford to keep the
low prices to deliver the
food or other goods.

In fact, the assets of the oil
companies have increased
by $530 bill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by about 24%.
Unfortunately,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our society has
widened. The poor can’t
fill up their tanks, while the
rich just get richer.

Although the president
strives to curb oil prices
and inflation, these
economic conditions
involve both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f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continues, the
supply of oil and natural
gas will inevitably be in
short supply and the world
’s supply chain will be

directly impacted.
Container prices will rise
while oil and natural gas
prices also will inevitably
continue to rise.

To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both the rising inflation and
higher prices, as well as
other pressing issues, very
seriously. Looking back at
our national history, when
the economy has been in a
bad condition, past
presidents found it very
hard to get re-elected.
Former presidents
including Jimmy Carter and
George Bush knew the
economy was a decisive
factor in winning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0606//0707//20222022

Our Gas Prices Could PassOur Gas Prices Could Pass
$$55..0000 A GallonA Gallon

根據專家們之預測，全
國汽油價格即將在未來十天
內越過每加崙五點零五美元
，這將是有史以來最高價格
， 根據AAA公司之記録 ，
去年此時油價是每加崙三元
五分美金，這將足足上升了
二元美金。

這次漲價嚴重影響到一
般駕駛者之預算，一台福特
巨型貨車可以裝載四十八加
崙的汽油，一年前加滿後要
一百四十六元美金，但是目
前要二百四十二元，位於達
拉斯的一家慈善機構每天要
為一千二百位老人送上午餐
盒，但是這些志願送餐者因

汽油太貴已經無法負擔高昴
的汽油費。

過去十二個月來，原油
價格已經上升了百分之五十
三，天然汽上升了百分之一
百四十八，這個可怕的數字
已經嚴重影響到各行各業及
大眾之生活品質，而五大石
油公司去年却大賺進了八百
二十億美元，每秒鐘進賬二
千六百元。

事實上，油商們的資產
在過去二年來共增加了五百
三十億，約百分之二十四，
這可真是發石油財。

遺憾的是，我們這個社
會貧富懸殊加劇，窮人加不

起油，有錢人錢越賺越多，
而政府也是束手無策。

拜登總統雖然努力希望
抑制油價和通貨膨脹，但是
這牽扯到國內外之情勢，俄
鳥之戰如果繼續下去，石油
天然氣之供應必然短缺，全
世界供應鍊必受影響，貨櫃
價格飈升，石油天然氣價格
必然繼續上漲。

受苦受難的還是小老百
姓，如果這股民怨和高價無
法抑制，選民必然會怪罪執
政黨，大家只會以選票來表
示抗議了。

從當年之卡特總統及老
布什之敗選，皆是由于國內

経濟之不振，人民也要先填
飽肚子才行，從近代歷史來
看，経濟之好坏是決定現任

總統是否可連任之決定因素
。

油價將繼續上漲油價將繼續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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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支暴力儼然成為美國當前最危險也最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日前拜登總統在演講中
曾經提到了一個重點--他疾聲呼籲國會要盡快通過”紅旗法”( Red Flag Laws) 以遏止治
安的日益敗壞, 拜登的呼籲的確是一劑救治槍支暴力的良藥, 尤其是在當前槍支極度氾濫
之際，非常值得國會議員思考與力行。

所謂的”紅旗法”就是一項槍支緊急管制法,警察可以根據法官的命令強制沒收那些
可能對其他人構成危險或有自殺傾向的人所持有的槍枝，拒絕遵守該命令者將作為刑事
犯罪受到懲罰, 但是在規定時間後，槍支將歸還給被扣押者, 由於向警方舉發的人往往就
是這些持槍者的家人或親友，他們都是與持槍人最接近的人,因為發現持槍者有異常情緒
或行為，所以當他們向相關單位舉報後, 執法單位就能夠迅速的沒收持槍人的槍枝, 以防
止他們用槍枝犯案, 因此”紅旗法”不失為防範罪惡的良法！

目前全美國除了首都華府外，共有19州制定有紅旗法，只是各州版本不同，因為在
紅旗法執行過程中常有一些疏失, 所以遭人抹黑，認為該法侵犯人權自由, 所以帶來了一
些法律的爭端, 不過此法因為可在緊急下採取非常手段，具預防犯罪發生之功能，拯救了
無辜者生命，所以許多州正積極在制定紅旗法，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現象，如果國會能
夠制定通過成為聯邦法律, 必然使得各州能夠盡快落實沒收危險的槍枝。

由於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確保了個人的擁槍權，所以禁槍是違憲的，共和黨當然一
直以這個修正案作為護身符，自始至終堅決捍衛個人擁槍自衛權利，頂多在槍枝管制方
面附和民主黨, 原因就在於國會議員長久來都受 「全國步槍協會」 （NRA）政治獻金支持
，所以礙於本身利益，他們對槍枝的說法和做法純粹作秀而已。

現在全國槍枝權利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un Rights）已站出來公開反對制
定聯邦《紅旗法》，他們認為該法侵犯人權，導致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就可以沒收人民槍
枝，使那些尚未犯法的人就先被沒收槍支處置, 那是相當不合理的事, 事實上他們的說法
似是而非, 因持槍人既然有心理與思緒上的問題, 隨時都有可能犯案, 紅旗法顯然可以未雨
綢繆, 防範於未然, 這當然是可行之良法!

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 Inc）今天
表 示 ， 公 司 生 產 的 升 級 版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用作追加劑時
，對抗Omicron變異株所產生的免疫反應
較原本的疫苗更佳。

路透社報導，此試驗結果提高莫德納
這款疫苗在秋季用作追加劑的希望。莫德
納將在 「未來幾週內」 提交數據給監管機
構，並預計將在夏季末獲得批准。

隨著接種疫苗的整體需求下降，疫苗
業者已經改變方向，並瞄準更具競爭力的
追加劑市場。

在這項沒有衡量疫苗效力的研究中，

莫德納追加劑 mRNA-1273.214 把針對
Omicron的病毒中和抗體提高8倍。

莫德納一直在研究針對Omicron和原
始冠狀病毒株的所謂二價疫苗，以確定這
個疫苗能否更有效對抗Omicron。

好幾項研究顯示，隨著時間推移，疫
苗免疫效力會開始減弱，而Omicron變異
株會避開兩劑疫苗的部分保護。

莫 德 納 執 行 長 班 塞 爾 （Stephane
Bancel）在聲明中表示： 「 我們預期
mRNA-1273.214能針對關注的變異株提
供更持久的防護，使其成為2022年秋季追
加劑的主要候選者。」

莫德納研發新版疫苗 用作追加劑更能對抗Omicron

新加坡表示，今年的登革熱疫情非常嚴重，目
前已超過11,000例，遠超過去年的5,258例，已進
入 「登革熱緊急情況」 ，必須加強公共衛生。然而
，過早出現的登革熱疫情，警示著愈來愈早熱的氣
候。

CNN報導，專家警告說，這不只對新加坡是嚴
峻的公務衛，對世界其他地區也是如此，因為全球
氣候的變化，意味著此類疫情在未來幾年可能會變
得更加普遍。

登革熱是全球傳染人數最高的傳染病之一， 是
由病媒蚊而傳播，會引起類似流感的症狀，例如高
燒、劇烈頭痛和身體疼痛，在嚴重情況下，會出現
出血、呼吸困難、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專家說，最近的極端天氣使新加坡的疫情變得
更糟，炎熱天氣與午後雷陣雨，都使病媒蚊的滋生
速度極快。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1月份的全球登革熱報
告中說： 「有100多個國家都有登革熱流行，在過
去 50 年中，傳染率增加了 30 倍。隨著疾病蔓延到
新地區，不僅病例數量在增加，爆發性傳染也在發
生。」

根據WHO的數據，2019年全球出現創紀錄的
520萬起登革熱重症病例，在亞洲造成數千人死亡。
當年在菲律賓就有數百人致死；在孟加拉，醫院曾
因登革熱而人滿為患，甚至在阿富汗也出現該國的
首次病例。

新加坡最嚴重的登革熱疫情發生在2020年，有
35,315個病例，造成28人死亡。今年的病例數已經
不尋常的陡升，才剛到6月，已出現11,670 起登革
熱病例，其中10%的病例屬於重症，需要住院治療
。由於夏季才剛剛開始，醫學專家擔心，今年的病
例數有可能再次突破2020年的舊紀錄。

新加坡宣布 「登革熱緊急情況」 與氣候熱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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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國化學品倉庫起火連續爆炸
現場畫面曝光

綜合報導 孟加拉國官員和當地媒體稱

，該國東南部壹個港口城市附近的壹個集裝

箱倉庫發生大火，造成至少19人死亡，170

多人受傷，消防員正在努力控制火勢。

據美聯社報道，荷蘭-孟加拉國合資企

業BM內六集裝箱倉庫的火災發生在零點左

右，起火的是壹個裝滿化學品的集裝箱發生

爆炸。起火原因尚不能立即確定。該倉庫位

於首都達卡東南216公裏的吉大港。

孟加拉國消防局和民防局局長烏丁準將

說，死者中至少有五名消防員。他補充說，

另有15名消防員因燒傷正在接受治療。

烏丁說，隨著火勢繼續蔓延，最初的

爆炸發生了多輪爆炸。孟加拉國軍方的爆

破專家已被召集來協助消防員。官員和當

地媒體報道稱，爆炸震碎了附近建築的窗

護，4公裏外都有震感。

周日，消防隊員仍在努力控制火勢。據

Ekattor電視臺報道，Chattogram醫學院醫院

的死亡人數已達19人，該地區的民間外科醫

生表示，死亡人數還可能進壹步上升。

據悉，包括化學品在內的集裝箱被儲

存在雇傭了約600人的倉庫中。倉庫裏還

有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服裝，準備出口給西

方零售商。該倉庫主

要處理進出口貨物，

距離該國主要的吉大

港海港約20公裏。

孟加拉國有工業

災難的歷史，包括工

廠起火，工人被困其

中。監督組織將這些

致命事件歸咎於腐敗

和執法不力。

近年來，全球品

牌在孟加拉國雇傭了

數萬名低收入工人，

它們因拒絕改善工廠

條件而受到抨擊。在

該國雇傭了約400萬人的服裝行業，在大

規模改革後，安全條件已經顯著改善，但

專家表示，如果其他行業不進行類似的改

革，事故仍可能發生。

2012年，在達卡的壹家服裝廠，約有

117名工人被困在瑣著出口的工廠內因火

災死亡。該國最嚴重的工業災難發生在

2013年，達卡郊外的拉納廣場服裝廠倒塌

，造成逾1100人死亡。

2019年，壹場大火席卷了達卡最古老

地區壹個有400年歷史的地區，該地區有

擁擠的公寓、商店和倉庫，造成至少67

人死亡。2010年，達卡舊城壹所非法儲存

化學品的房屋發生火災，造成至少123人

死亡。

2021年，達卡郊外的壹家食品和飲料

工廠發生火災，造成至少52人死亡，其中

許多人被非法瑣住的門困在裏面。

法國總統馬克龍替俄邏斯說話
遭烏克蘭外長猛烈抨擊

綜合報導 烏克蘭外長庫

列巴抨擊法國總統馬克龍，稱

俄羅斯不應該因入侵烏克蘭而

受辱。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報道，在受到廣泛譴責的俄羅

斯對烏克蘭采取特別軍事行動

的整個過程中，馬克龍與大多

數歐洲領導人一樣，支持烏克

蘭，並試圖在支持烏克蘭和與

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對話斡旋

兩國外交和談之間取得平衡。

馬克龍在星期六接受法國

媒體采訪時談到法國在這場衝

突中扮演的調停力量的角色，

並補充說，他不認爲俄羅斯需

要在戰爭結束前受到羞辱。

他說：“我們絕不能羞

辱俄羅斯，這樣等到戰爭停

止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通

過外交手段建立一個出口通道

。”他還說，他告訴普京，入

侵對他的人民、他自己和曆史

來說，都是一個曆史性的根本

性錯誤。

他的言論遭到了烏克蘭外

長庫列巴的反駁，他在推特上

抨擊了馬克龍的言論。“避免

羞辱俄羅斯的呼籲只會讓法國

和其他所有要求這樣做的國家

蒙羞。因爲是俄羅斯在羞辱自

己。我們最好集中精力解決俄

羅斯的問題。這將帶來和平，

拯救生命，”他寫道。

馬克龍的言論與他此前在

5月 9日歐洲日發表的言論相

呼應。“我們必須在烏克蘭和

俄羅斯在場的情況下這樣做。

討論和談判的最終結果將由烏

克蘭和俄羅斯決定。但這不是

否認，也不是相互排斥，甚至

不是羞辱，”馬克龍當時說。

國議員周六也在社交媒體

上批評了馬克龍的聲明。伊利

諾伊州共和黨衆議員亞當· 金

辛格在推特上說，法國總統是

在羞辱自己。他寫道:“俄羅

斯已經受到了羞辱，出于他們

的聲譽，法國人正試圖舉起白

旗。”

加州民主黨衆議員劉雲

平在推特上寫道:“馬克龍的

演講顯示出他對普京和烏克

蘭戰爭的根本誤解。俄羅斯

正在烏克蘭取得進展，盡管

進展緩慢。普京認爲他正在獲

勝。只有兩種方法可以阻止這

場戰爭。讓烏克蘭失去領土或

者讓普京知道他無法在軍事上

取得勝利。”

隨著馬克龍尋求支持最終

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世界

各國領導人對戰爭的結局表達

了相互矛盾的觀點。上個月，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爲和平談

判設定了條件，包括俄羅斯軍

隊完全撤出烏克蘭領土。與此

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

奧斯汀上個月表示，只有烏克

蘭才能決定衝突的最終目標。

據路透社報道，當被問及

馬克龍周六的調停言論時，烏

克蘭總統顧問米哈伊洛· 波多

利亞克表示，在俄羅斯的軍隊

被盡可能地推到烏克蘭邊境之

前，與俄羅斯舉行談判沒有意

義。

這些地方最危險
法國城鎮入室盜竊率最新排名出爐

綜合報導 對法國發生盜竊案最頻繁的城鎮進行了最新的排名。排

名顯示，位于大都市附近的中等規模的城鎮最受犯罪分子歡迎。

據報道，自2017年以來，全法入室盜竊案的總數一直在穩步下降，

在2020年和2021年更是因爲疫情導致封城而急劇下降。盡管如此，據統

計去年法國發生了不少于190,300起入室盜竊案，即大約每三分鍾一起，

總數仍然非常高。根據內政部的數據，《費加羅報》對在2016年至2021

年期間居民人數超過2萬人的城鎮進行了排名，因爲這些城市是犯罪分

子的最主要目標。

五年來，每千戶住宅的入室盜竊率平均爲20.68，位于大西洋盧

瓦爾省的雷澤鎮（Rezé）名列榜首。該省去年記錄的入室盜竊案比

2016 年多了 163起。接下來排在前五位的是羅讷省的聖富瓦萊裏昂

（Sainte-Foy-lès-Lyon），盧瓦爾-大西洋省的奧爾沃（Orvault），北部

的瓦斯卡勒（Wasquehal），最後是吉倫特省的圖爾讷弗耶（Tourne-

feuille），這些城鎮的每千戶住宅入室盜竊率分別爲18.84，18，17.92

，17.8。

這些中型城鎮的共同點是都靠近大城市如南特（Nantes）、裏昂

（Lyon）、裏爾（Lille）或波爾多（Bordeaux）的郊區，住宅集中。犯

罪學專家阿蘭· 鮑爾（Alain Bauer）推測，很多時候，犯罪分子利用白天

住戶上班時間闖入家中行竊。

在大城市中，巴黎排名第180位，五年內平均每千戶家庭發生7.84

起盜竊案。不足爲奇的是，位于科西嘉島南部的阿雅克肖市（Ajaccio

）位列最末，五年來每千戶住宅僅有1.44起盜竊案。早在2019年，

《快報》雜志就已將這座曆史悠久的古城、拿破侖的故鄉評定爲法國最

安全的城市。

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超過140萬名索馬裏兒童嚴重營養不良

綜合報導 國際救援機構國際關懷組織說，非洲之角遭遇數十年來

最嚴重旱災，在位於該地區的索馬裏，超過140萬名兒童嚴重營養不

良，人數之多“前所未有”，且可能進壹步增加。

德新社援引國際關懷組織數據報道，該組織僅在今年前四個月就救

助超過3500名因營養不良需要住院接受治療的索馬裏兒童，人數同比增

長60%。

索馬裏絕大部分小麥依靠進口。連續四年雨季缺雨導致量食歉收，加

上原有供應鏈被打亂，導致進口量食難以滿足索馬裏國內需求。

如今，索馬裏食品價格漲幅超過36%，小麥價格漲幅超過40%。

與此同時，當地超過70萬頭牲畜因幹旱死亡，乳類產量也進壹步下降。

國際關懷組織指出，索馬裏營養不良兒童人數激增令醫療系

統不堪重負，“我們需要更多支持以幫助更多兒童，尤其在邊遠

地區”。

依照國際關懷組織說法，聯合國與多家人道主義組織推出的“2022

索馬裏人道主義應急計劃”需要14.6億美元資金，目前資金缺口高達

91.6%，如不盡快解抉資金嚴重短缺問題，將引發災難性後果。

綜合報導 斯裏蘭卡發展有 機農業不順、農作物減產，政

府決定改變政策

，允許農民使用

化肥，以確保糧

食安全。

斯裏蘭卡農

業部長馬欣達·

阿馬拉維拉 5月

31日宣布，由於

水稻、蔬菜減產

，政府已告知農

民如有必要可恢

復使用化肥，盡可能增加農作

物產量以確保糧食安全。

據德新社報道，斯裏蘭卡原

本希望成為全球首個完全依靠

有機農業的國家。總統戈塔巴

雅· 拉賈帕克薩提出發展有機農

業倡議，去年5月禁止化肥進

口。然而，不少農民在肥料不

足的情況下開始放棄耕作農田

，政府不得不扭轉政策。

阿馬拉維拉說，已經要求農

民重新耕種荒廢的農田以增加

糧食產量。拉賈帕克薩本周早

些時候指示官員允許農民在化

肥和有機肥中作選擇，並且以

補貼價格提供肥料。

斯裏蘭卡人以米飯為主食。

斯農業部高級官員阿詹塔· 德席

爾瓦說，該國水稻已經減產

50%，需要進口稻米以填補缺

口。農作物減產導致稻米、蔬

菜價格飆升，加上燃油、燃氣

、藥品等重要物資緊缺，斯裏

蘭卡經濟困難加劇。

量食減產
斯裏蘭卡允許農民重新用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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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軍 7 日宣布，4 架 B-1B 「槍騎兵 」
（Lancer）轟炸機已部署至關島，執行 「轟炸
機特遣隊 」 （BTF）任務；新聞網站 「The
Drive」 軍事專欄 「The War Zone」 指出，
B-1B多年來在中東等區域的行動中消耗甚大，
已經歷一系列對機隊繼續服役來說至關重要的
重整。美軍印太司令部（INDOPACOM）7日
在聲明稿中表示，來自南達科他州艾爾斯渥斯
空軍基地（Ellsworth AFB）第 28 轟炸聯隊
（28th Bomb Wing）的B-1B轟炸機，已於3
日飛抵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Andersen Air
Force Base），執行轟炸機特遣隊任務，將與
印太盟友、夥伴，以及其他美軍部隊一同進行
訓練。

軍事新聞網站 「空軍科技 」 （Airforce

Technology）報導，第28轟炸聯隊第34轟炸
中隊（34th Bomb Squadron）中隊長霍布斯
（Ross Hobbs）中校表示，該單位部署至關島
有2大戰略目的，包括 「依靠實際軍事存在與
多邊整合維持對區域盟友的保證」 ，以及 「嚇
阻對世界外交、軍事和經濟領域構成威脅的美
國對手」 。

「The War Zone」 指出，共有4架B-1B
被派往關島，而B-1B機隊多年來在支援中東
反恐作戰、亞太與歐洲 「持續轟炸機進駐任務
」 （CBP）等行動後，急需進行重整，故2021
年先退役了17架狀況最糟糕的B-1B，讓剩下
的45架轟炸機能更有效運作，並接受進一步升
級，確保其能夠服役至下一代戰略轟炸機B-21
接手任務。

美關鍵戰力重返亞太 指揮官曝 「戰略目的」

韓國、美國和日本高階官員今天表示，北
韓試射飛彈屬 「嚴重、非法的」 挑釁，他們並
且敦促平壤重返對話、接受外界援助以因應
COVID-19疫情。

路透社報導，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
長）趙賢東、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森健良今天
在首爾進行磋商，對北韓作出上述批評。

北韓幾天前剛進行最近一次飛彈試射，跡
象顯示，平壤可能正準備進行2017年以來首次
核試爆。

這是去年11月以來3國首度舉行外交部次
長層級會議，也是韓國總統尹錫悅於5月就任
以來的第一次，會中強調北韓加強武器測試，
升高國際憂慮。

3國在聲明中敦促北韓接受國際制裁、立即
停止 「升高緊張或造成區域不穩定」 的行徑。

他們並矢言加強安全合作以對抗北韓威脅
。雪蔓再次確認包括延伸性嚇阻（extended
deterrence）在內的美國防禦承諾，也就是美
軍有能力在盟友面臨攻擊時進行嚇阻，尤其在
核力量方面。

聲明提到： 「他們強調，通往嚴肅且持續
對話之路依然敞開，敦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
和國重回談判，並且表達出對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正面回應國際援助以對抗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的期盼。」

北韓今年已經進行至少18次武器試射，凸
顯其持續發展中的核武和飛彈儲備。

有分析指出，北韓最早可能於北韓勞動黨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下週就再度進行武器
測試。北韓2013年和2017年都在中央委員會
集會前進行核試爆。

韓美日副外長磋商 譴責北韓飛彈試射籲重返談判

獲美國總統拜登任命、負責與3個戰略地位
重要太平洋島國進行談判的特使尹汝尚，下星
期將率團訪問馬紹爾群島。此時的美國，正因
中國試圖將觸角擴大至太平洋而日益憂心。

尹汝尚（Joseph Yun）是經驗老道的外交
官，3月獲拜登任命出任 「自由聯合協定」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COFA）協商
的總統特使。尹汝尚告訴路透社，他與團隊將
於6月14至16日訪問馬紹爾群島。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法，尹汝尚前往
當地是為了針對COFA展開協商。這項協定是
規範美國對馬紹爾群島的經濟援助，預計明年
到期。

美國與密克羅尼西亞以及帛琉簽有類似協
定，並將分別於2023、2024年到期。這兩項談

判工作也由尹汝尚負責。
由於中國近來升高外交動作，試圖拉攏太

平洋地區各國，區域內各島國儼然成為美國與
中國戰略競爭的關鍵最前線。

消息人士表示，尹汝尚已與這3國領袖召開
過會議或線上討論，也與密克羅尼西亞協商團
隊展開過線上談判，但這次的馬紹爾群島出訪
行程，是COFA談判工作2020年12月大體上停
擺以來的首次面對面磋商。

消息人士表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不久前
對太平洋島國展開馬拉松式出訪行程，是讓美
國官員產生急迫感的主因。

這位消息人士說， 「我認為這吸引了原本
沒有很投入的人的注意力」 。他還說，美國國
防部人員也因此更投入了COFA談判工作。

北京觸角伸至太平洋 拜登特使下週訪馬紹爾群島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表示，為避免造成民眾混淆，已將猴痘旅行注意事項
中的戴口罩建議刪除。猴痘主要是透過直接接觸傳染。

CDC發言人表示： 「昨晚，CDC將戴口罩建議從猴痘旅行健康注意事項中刪除，因為這造成
了混淆。」

CDC先前建議旅客戴口罩，因為戴口罩有助於預防 「許多疾病，包括猴痘」 。
根據CDC網站，猴痘主要透過直接接觸有傳染力的瘡、結痂或體液傳播， 「也可藉由長時間

面對面接觸到感染者呼吸道分泌物而傳播」 。
猴痘並非地方性流行病的大約30個國家通報出現這種病毒疾病，截至目前累計超過911例確

診或疑似病例，主要出現在歐洲。
另一方面，加拿大今天也公布猴痘旅行注意事項，建議前往澳洲、英國與美國等20多國的旅

客採取預防措施。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發出第2級警示（比 「非必要勿前往

」 低1級）指出，旅行者萬一遭到感染，可能必須接受一些處置，以防止猴痘的散布。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在推特上說： 「如果您生病，可能無法及時獲得適當的健康照護，返家也

可能遇到延誤。」
加拿大已有81例猴痘確診病例，其中大部分發生在人口第2多的魁北克省。

猴痘旅行注意事項美CDC刪除戴口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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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保市場主體運行 穩經濟大盤

◆國家安全部
新規獎勵公民
舉報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圖
為早前河南鄭
州“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
宣傳活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2年6月7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日本國家安
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通電話。

楊潔篪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兩國關係行至
重要歷史節點。去年10月，習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就推動構
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達成重要共識，為兩國關係發展提
供了指引和遵循。當前中日關係新老問題交織凸顯，困難和挑戰
不容忽視。雙方要把握正確方向，堅持合作共贏，着眼長遠大
局，增進安全互信，共同努力將一個穩定、健康、強韌的中日關
係帶入下一個50年，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繁榮。

秋葉剛男表示，日方願同中方深化合作，妥處分歧，就雙邊敏
感和國際熱點問題加強溝通，共同構築建設性、穩定的日中關係。

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通話
楊潔篪：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7日任免國家工作人
員。任命崔茂虎為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命傅華為新華通訊社社
長；任命呂岩松為新華通訊社總編輯；任命王樹新為重慶大學校長
（副部長級）。

公開資料顯示，傅華，男，漢族，1964年8月生，江蘇如東人，
199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5年7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專業畢業，在職博士研究生學歷，法學博
士。他歷任中國商報社副刊部主任（副處級）；國內貿易部中國商報
社信息部主任（正處級）；國務院特區辦秘書局處長、正處級專職秘
書；國務院體改辦正處級專職秘書；北京市房山區政府區長助理（掛
職）、區科委黨組書記、主任；北京市房山區政府副區長；北京市西
城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北京市委副秘書
長（正局級）；北京日報社黨組書記、社長。2017年4月任經濟日報
社總編輯。2018年3月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20年2月，
任中宣部副部長。2021年6月，任新華社總編輯、黨組副書記。

呂岩松，男，漢族，1967年1月出生，黑龍江富裕人，1989年
8月參加工作，199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本科學歷，
高級編輯。他長期在人民日報社工作，歷任國際部助理編輯，駐俄
羅斯記者站記者，國際部編輯，駐南斯拉夫記者站首席記者，國際
部歐亞組副組長、遼寧記者站站長（副廳級），駐俄羅斯記者站首
席記者（副廳級待遇），國際部主任編輯、高級編輯（副廳級待
遇），國際部副主任，國際部主任，副總編輯、國際部主任等職。
2019年6月，任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21年10月，任中央
宣傳部副部長。

傅華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呂岩松任總編輯

鼓勵舉報危害國安行為
最高獎逾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安全部6日公布部門規章
《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
（下稱《辦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辦法》結合國家安全機關舉報獎勵實
踐，明確獎勵實施方式包括精神獎勵和物
質獎勵，並根據舉報發揮作用程度、作出
貢獻大小，劃定了四個等級的獎勵標準。
其中，對防範、制止和懲治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發揮特別重大作用、作出特別重
大貢獻的，給予10萬元（人民幣，下同）
以上獎勵。

提倡實名舉報 特殊情況可匿名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

加速演變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
時期，我國國家安全面臨嚴峻複雜形勢。
特別是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和各種敵對勢力
對我滲透竊密活動明顯加劇，手段更加多
樣，領域更加寬廣，對我國家安全構成嚴
重威脅。”國家安全部有關負責人日前答
記者問時指出，制定該《辦法》，有利於
從更大範圍、更廣領域組織動員人民群
眾，提升全民維護國家安全的積極性主動
性創造性，為發現、防範、化解國家安全
風險提供有力支撐，為進一步做好國家安
全工作提供重要保障。

據了解，該《辦法》共5章24條。

《辦法》中明確，公民可以通過撥打國家安
全機關12339舉報受理電話，登錄國家安全
機關互聯網舉報受理平台網站www.12339.
gov.cn，向國家安全機關投遞信函，到國家
安全機關當面舉報，通過其他國家機關或者
舉報人所在單位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等方
式，向國家安全機關舉報。《辦法》提倡和
鼓勵實名舉報，但考慮到一些特殊情況，公
民也可以匿名舉報。

《辦法》立足鼓勵公民舉報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依照上位法律法規規定，細化和
明確了國家安全機關實施舉報獎勵的條件、
方式、標準和程序。其中，規定舉報人獲得
舉報獎勵應當同時符合3項條件：一是有明
確的舉報對象，或者具體的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線索或者情況；二是舉報事項事先未被國
家安全機關掌握，或者雖被國家安全機關有
所掌握，但舉報人提供的情況更為具體詳
實；三是舉報內容經國家安全機關查證屬
實，為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發揮了作用、作出了貢獻。

不得誣告陷害 獎金標準分四級
該《辦法》規定，國家安全機關根據

違法線索查證結果、違法行為危害程度、
舉報發揮作用情況等，綜合評估確定獎勵
等級，給予精神獎勵或者物質獎勵。給予
精神獎勵的，頒發獎勵證書；給予物質獎

勵的，發放獎金。
其中，以發放獎金方式進行獎勵的，

具體標準為：對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
家安全行為發揮一定作用、作出一定貢獻
的，給予1萬元以下獎勵；對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發揮重要作用、
作出重要貢獻的，給予1萬元至3萬元獎
勵；對防範、制止和懲治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發揮重大作用、作出重大貢獻的，
給予3萬元至10萬元獎勵；對防範、制止
和懲治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發揮特別重
大作用、作出特別重大貢獻的，給予10萬
元以上獎勵。

據介紹，2019年以來，國家安全機關
連續4年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評選作出重
大貢獻和重要貢獻的舉報有功人員，並依
法給予他們獎勵，弘揚了維護國家安全的
正能量。

同時，《辦法》明確了舉報獎勵相關
工作中，追究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責任
的6種情形、追究舉報人責任的4種情形和
追究舉報人所在單位責任的兩種情形。其
中明確規定，舉報人不得借舉報之名故意
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不得弄虛作假
騙取獎金，不得惡意舉報或者以舉報為名
製造事端、干擾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不得
洩露舉報中知悉的國家秘密或者工作秘
密。

國家安全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制定
《辦法》，有利於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
支持、協助國家安全工作的熱情，廣泛凝
聚民心、士氣、智慧和力量，夯實國家安
全的群眾基礎，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實
屏障。下一步，各級國家安全機關將認真
貫徹落實《辦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
方式，引導和激勵廣大人民群眾舉報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共同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
堅實屏障，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
利召開。

考察交通運輸部並主持座談會 強調進一步暢通交通物流

在交通指揮調度中心，李克強詳細了解貨運數
據變化，並視頻察看高速公路通行和港口、

機場等集疏運情況。有港口負責人匯報，目前貨
物吞吐量恢復提升較快、但還沒達到正常水平。
李克強叮囑他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採取措
施把積壓的貨箱盡快發運出去。他說，我國經濟
已深度融入世界，貨物貿易連續5年居世界第
一。港口是對外開放的大通道，要加快提升裝卸
轉運水平和通關效率，既保障出口產品出得順，
助力企業履約交貨和保住來之不易的訂單，又保
障進口產品進得快，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做
好跨境綠色通道工作，穩外貿穩外資，支持我國
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

視頻詢問跨區收割機手：路上有無卡點
李克強與跨區作業的小麥收割機手視頻交談，

詢問他們路上有沒有卡點、行車是否免費。他說，
民以食為天，農時不能誤。現在是小麥收割的關鍵
節點，農機手從南到北輾轉奔波，是麥收的主力，
要加強對他們的服務，想盡一切辦法保障農機順暢
通行，確保夏糧顆粒歸倉。通過糧食穩產穩收，保
障市場供應，夯實穩物價的基礎。

座談會上，交通運輸部作了匯報。李克強
說，交通運輸是市場經濟的經脈，也是保障民
生、防控疫情的重要支撐。要切實做到疫情要防
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進一步打通交通
物流大動脈和微循環，着力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

通而不暢問題，加強重點行業、區域和企業貨運
保障。各地區各部門要強化協同聯動，防止層層
加碼、一刀切，齊心協力推動貨運量盡快實現正
增長，為二季度經濟合理增長提供支撐，保持中
國經濟長期向好、平穩健康發展。

壯大物流市場主體 降全社會物流成本
李克強說，交通物流的背後有量大面廣的物

流企業和貨車司機，要扎實把留抵退稅、緩繳社
保費、車貸延期還本付息等政策落到位，主動向
受益主體推送政策信息、辦理方式等，做到非申
即享、直達快享。落實民航、鐵路紓困政策，促
進這些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恢復發展。要始
終繃緊交通安全這根弦，加強風險排查整治，堅
決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

李克強說，交通是發展的“先行官”，我國已
成為交通大國，但還有不少短板。要堅持適度超
前，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和現代物流體系建設，抓緊
梳理一批建設項目，優化審批流程，強化用地等要
素保障，加大長期低息貸款支持，能開的要盡開早
開。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營商環境，培育壯大物流市場主體，建設統一
開放的交通貨運市場體系，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增強經濟發展活力。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推動交通運輸與經濟社會協調
可持續發展。

劉鶴、肖捷、何立峰參加。

◆ 6 月 6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
到交通運輸
部考察，並
主持召開座
談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到交通運輸部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他強調，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高效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暢通交通物流，保障市場主體運行，穩住經濟大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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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美元指數小幅下跌，主要國家金融資產
價格漲跌互現，當月外儲規模上升由匯率

折算與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王春英
表示，當前外部環境依然複雜嚴峻，全球經濟
面臨的風險挑戰增多，國際金融市場仍存在較
大不確定性。但我國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將支援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短期估值
效應料續擾動。

根據EIKON終端數據，5月美元指數下跌
1.17%，而歐元、英鎊兌美元分別升值1.82%及
0.23%，同時日圓兌美元亦升0.89%。另外資產
價格變動對外儲估值也有一定影響，其中當月
10年期美債收益率回落9個基點（BP）。路透
據此測算，5月匯率波動可能帶來約130億美元

的正向估值效應，因資本暫時外流導致的減少
規模約為49億美元；上月外儲因資本暫時外流
導致的減少規模則約為173億美元。

近期雖然市場已反映美聯儲6月和7月分
別加息50個基點的預期，不過美債收益率仍可
能走高，這將使美元獲得強力支撐。短期估值
效應或繼續成為擾動外儲規模的主要因素，而
資本流出已呈現收斂趨勢，外儲總體持穩的狀
況料不會改變。

疫情緩和 資本流出續收斂
5月，人民幣兌美元繼續下跌逾1%，但貶

值幅度已較4月明顯收窄，市場情緒逐漸修復，
匯價亦回歸雙向波動走勢。雖然外資機構已連
續三個月減持人民幣債券，但隨着內地放鬆疫

情防控措施並推出經濟刺激政策，市場對經濟
觸底反彈預期增強，短期資本流出規模或繼續
收斂甚至可能轉為階段性流入，將有助於緩解
美元再度轉強後對外儲造成的負向估值壓力。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上周也表示，
金融市場繼續對外開放，人民幣資產投資回報
比較穩定，會繼續吸引境外投資者來華投資。

黃金儲備連續33個月不變
人行7日同時公布，5月末黃金儲備為

6,264萬盎司，為連續33個月保持不變；當月
黃金儲備對應美元價值為環比減少45.5億美元
至1,151.8億美元。而以SDR計值的5月外匯儲
備為23,174億SDR，較上月減少33億SDR，
今年則累計減少48億SDR。

結束四連跌 上月外儲增80.6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公

布，內地5月末外匯儲備為

3.128萬億美元，較4月末的

3.120萬億美元增加80.6億

美元，結束此前連續四個月

跌勢。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副局長王春英在答記者問中

指出，上月外匯市場運行總

體平穩，境內外匯供求保持

基本平衡。

◆ 內地5月末
外 匯 儲 備 為
3.128 萬億美
元，較4月末
的 3.120 萬億
美元增加80.6
億美元，結束
此前連續四個
月 跌 勢 。

資料圖片

60款國產網遊獲批 騰訊網易B站未入圍
香港文匯報訊 時隔近兩個月，再有60款國

產網絡遊戲獲批，其中包括完美世界、上海米哈
遊影鐵科技、咪咕互動娛樂等A股上市公司的遊
戲，不過騰訊、網易、嗶哩嗶哩等行業巨頭仍未
出現在名單中。

據國家新聞出版署7日發布的6月國產網絡
遊戲審批信息，多益網絡、聯盛科技、樂蜀網絡

等公司的遊戲亦在獲批之列。

嗶哩嗶哩美股盤前飆5%
受新一批網遊獲批的消息提振，在美上市中

概股遊戲股7日晚盤前拉升，其中，嗶哩嗶哩美
股盤前漲超5%，網易漲逾2.5%；遊戲直播平台
鬥魚、虎牙盤前分別一度漲4.8%和2.5%。

在暫停審批國產網絡遊戲版號近9個月之
後，國家新聞出版署今年4月重啟核發，審批通
過45款國產網絡遊戲，互聯網大廠中僅百度有
份，騰訊、網易等未出現在名單中。分析人士
當時普遍認為，此舉是對遊戲行業去年以來整
改效果的肯定，亦代表行業監管機制已迎來常
態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美國10年債息升穿3厘，反映市場對
聯儲局進一步加息預期升溫。港股日
前在升至近兩個月高位後7日借勢回
吐122點，7日收報21,531點，成交
1,402億元（港元，下同）。市場人士
指，交投回升與資金換馬及調整下半
年投資策略有關。

勤豐證券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連
敬涵指出，市場預期聯儲局下次仍會
加息半厘，有關預期亦使得美國10年
債息突破3厘，使美股表現轉趨反
覆，也影響了亞太區股市的走勢。他
指出，暫時未見有新動力足以推動港
股繼續向上，故相信港股將會於
21,600點這個位置整固，後市要看內
地有否下一波的“穩經濟”措施出
台。

金融股成拖低大市的主力，友邦
和滙控都跌約1.6%，建行及工行各跌
1.7%及1.5%。不過，港交所卻逆市升
1.3%，滙控研究表示，中概股IPO可
能重啟，加上近日大市交投回升，將
可蓋過LME的訴訟風險，給予港交所
評級為“買入”。

科技股靠穩支撐大市
科技股普遍靠穩，令大市跌幅有

限。“ATMJ”四股全部企穩，阿里
巴巴再升1.9%，一度挑戰成為“紅底
股”。京東也升逾3%，美團獲大行
唱好後，7日再升0.5%報199元，見3
個半月高位。騰訊無起跌，但阿里健
康強勢，全日漲7.4%，是表現最好藍
籌。但手機股仍然受壓，舜宇被摩通
削目標價，股價跌5.1%，是跌幅最大
藍籌。

憧憬前景改善 教育股造好
新華社發文指職業教育前景廣闊，

教育股顯著造好，當中中教在新學年的
招生額按年大增七成，股價暴升近21%。
其他教育股亦大升，天立升17.5%，中
匯升15.7%，華夏視聽漲14.7%。希望
教育升14.3%，新高教升11.2%，宇華
升9.2%，東方教育升一成。

吉利5月汽車銷量按月升23%，
但股價跌2%；蔚來正式在新加坡第
二上市，7日升近3%。新交所表示，
更多中概股為了要避開中美政治風
險，將會選擇到新加坡上市，而新加
坡也有望吸引更多東南亞獨角獸企
業，最終到新交所尋求上市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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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国

苍苍森八桂，青山簇簇水中生。
广西桂林，是国际旅游名城，也是中国首批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桂林市临桂新区，一片富
有浓郁桂北风格的建筑群引人注目，这就是桂林
城市会客厅“一院两馆”（桂林大剧院、桂林博
物馆、桂林图书馆）。

桂林博物馆外观兼具桂北民居特色和汉唐古
韵，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展厅面积1.2万平方
米，内设 1400 平方米的青少年科普社教活动中
心。馆内有从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
的藏品3.9万余件 （套），形成以陶瓷 （唐代桂州
窑出土佛教陶器和明代出土梅瓶为代表）、书画

（明清名家书画、桂林籍状元书画和桂林山水画
为代表）、抗战文物及史料 （西南剧展文物为代
表）、民族民俗文物（南方少数民族服饰为代表）、
访桂外宾礼品等12类文物为支撑的藏品体系。

漓水春秋 文化荟萃

桂林历史悠久，人类文化遗迹可追溯到3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秦凿灵渠联通岭南与中原，
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汉武帝时于桂林设始安
县。隋唐时期桂林为岭南边防重镇，宋元发展为
西南繁华都会。明代置桂林府，以桂林为府治。
清代桂林文化教育空前发展，科举阜盛。抗战期
间桂林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

走进桂林博物馆“漓水春秋——桂林历史文
化陈列”，仿佛行舟于历史长河。观众可以探秘
被誉为“华南乃至东南亚史前考古重要标尺和资
料库之一”的甑皮岩遗址，了解1万多年前甑皮
岩人怎样制作石器和陶器；可以走近“世界最古
老的人工运河之一”“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灵
渠，聆听秦军破水修渠的故事；可以领略唐宋摩
崖造像、碑刻之盛；可以在巨幅的《静江府城池
图》拓片前纵览南宋桂林的环城水系，畅想范成
大描绘的桂林西湖“棹夫三弄笛，跳鱼翻素光”。

“所学一以失，终身牛马走。”徐悲鸿的水墨
画 《牛马走》 是桂林博物馆馆藏书画中的精品。
徐悲鸿擅长画马，“九一八”事变后，徐悲鸿笔
下的马常常寄托着忧国忧民之情和奋起抗争、不
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从画作题字可知，《牛马
走》 是 1932 年徐悲鸿应好友杨仲子所求而作。
杨仲子为音乐教育家，以此图表达自己为祖国的

音乐事业奔走劬劳的拳拳之心。
图中绘一牛、一马缓缓前行，马儿浓墨，牛

儿次之，画面层次分明。徐悲鸿日常画马以激昂
奋进的奔马为主，而在这幅图中，马儿安详踱
步，即使锋芒未露，却也昂首挺胸，恬淡中透出
倔强。牛儿敦实忠厚，牛角部分用强劲线条勾
勒，锋利强壮之势跃然纸上。图中以淡墨勾画青
草和柳树，柳树上已有新芽冒出，寓意生机和希
望。

展柜里，一本泛黄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
会会歌》，述说着一段“融汇于桂林山水间的

‘文化奇迹’”。
1938 年至 1944 年，桂林接纳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数百位文化名人和多个文化机构，举办了大
量文化活动，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
心，有着“抗战文化城”之称。荟萃桂林的文化
人士、文化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1944年春，抗日战
争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时任广西艺术馆馆长欧
阳予倩倡议，由当时的戏剧运动先驱田汉、熊佛
西、瞿白音等同志主持，在桂林举办规模宏大的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戏剧展览会于当年2
月 15 日开幕，来自广东、湖南、江西、云南、
广西等8省区的33个进步文艺团队、近千名戏剧
工作者云集桂林。“日寇逞猖狂，干戈动八方；
民族命运在顷刻，生死搏存亡……”豪迈的会歌
响彻云霄，一幕幕戏剧让抗战后方的民众仿佛亲
临炮火纷飞的战场，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
情。剧展历时 90天，演出剧目 80多个、170场，
观众达 10 万多人次。美国 《纽约日报》 评论
道：“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
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过，还是仅见的。”

梅瓶珍品 冠绝天下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陵墓数量最多、保
存最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墓群，桂林靖江王陵体现
了明代陵园建筑艺术的高超水平，具有极高的历
史、艺术和研究价值。在出土的众多随葬品中，
最珍贵最有特色的当属梅瓶。

梅瓶，又称美人瓶，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
名。明代靖江王就藩桂林，其世系延续 280 年，
期间订烧、使用、随葬了大量梅瓶。

桂林博物馆收藏明代梅瓶数量众多，藏有明
初至明晚期梅瓶 300 余件，其器型之变化多样、
釉色之绚丽丰富、纹饰之种类繁多，世所罕见，
专家学者誉之为“国之瑰宝”“华夏之最，梅瓶
之乡，桂林一绝”。

桂林博物馆“靖江遗韵——桂林出土明代梅
瓶陈列”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明代梅瓶专题陈列。
展厅内，精美绝伦的梅瓶让观众啧啧称奇。这几
百只梅瓶基本都是景德镇出产的精品，烧制于明
初、宣德、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
祯 8 个时期，可分为 12 类器型、15 种釉色、30
种纹样。

摆放在展厅中心的，是桂林博物馆最珍贵的
一对文武图青花梅瓶，堪称“镇馆之宝”。

携酒寻芳 （携琴访友） 图梅瓶为国家一级文
物，瓶上绘一位高士神态怡然，骑马徐行，琴童
挟琴在前引路，马后一仆人肩担酒食随行，远处
群山滴翠，碧水横流，路旁柳枝随风摇曳。

西溪问樵图梅瓶出土于同一墓葬，其尺寸、
外形与携酒寻芳 （携琴访友） 图梅瓶相同，颈
部、肩部、胫部的图案也完全一致。瓶上也绘一
骑马的高士，衣着打扮与携琴访友图中的人物相
似，马前有一名肩托宝剑的侍从。高士正勒马回
首，与一樵夫搭话，似是问路。樵夫砍柴归来在
路边歇息，遇人询问，起身致意，临别还拱手作揖。

讲解员说，两瓶图案反映的内容有前因后果
的关联，专家推测西溪问樵图描绘的是俞伯牙初

遇樵夫钟子期，另一幅则是二人相熟后，俞伯牙
携琴拜访老朋友。“这种内容互为补充的对瓶瓷
画，世所罕见。”

细细端详，携琴访友图中仆人肩上所担一头
为竹编食箪，另一头为一只装酒的梅瓶，这只

“瓶中瓶”为研究古代酒文化及梅瓶用途提供了
直观的实物资料。“图中这只挑着的梅瓶，与我
馆所藏的一些梅瓶造型几乎一模一样。这组对瓶
器形、图案都十分精美，迄今尚未发现有与之相
似者，堪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中国青花瓷的典
范之作。”桂林博物馆馆长唐春松说。

多彩民俗 画里人家

桂林是多民族聚居地，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了
桂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面貌。“画里人家——
桂林民俗文化陈列”展现了桂林各族人民的美好
生活画卷。

进入展厅，平地华屋 （桂北汉族民居）、依
山而居 （桂北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水上人家

（平乐桂江船民） 三种桂林特色生活模式呈现在

眼前。
桂林地区的汉族民居，深受中原文化和周边

少数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独立院落式合
院建筑格局，整个院落由照墙、大门、天井、堂屋、
厢房等组成，多为青砖灰瓦，马头墙鳞次栉比。

在桂林生活的瑶、壮、侗、苗等民族多依山
而居，他们居住的干栏式建筑也称吊脚楼，多为
两层竹木结构，屋顶盖瓦，一楼较低矮，堆放柴
草、劳动工具，并有牲畜圈舍。二楼为生活区，
有堂屋、阳台。

漓江—桂江水上通道自古就是人口迁徙和物
资往来的黄金水道。桂江船民生活在红帆船上，
船集日常生活、劳作和经商为一体。船家从广州
或梧州贩运货物一路往北，靠岸出售各类日用
品。

“斑斓彩衣”单元展示了缤纷多彩的民族服
饰。西南少数民族有佩戴银饰的习惯，他们认为
银饰可以驱邪避凶，同时象征着富有、美丽。展
柜里的清代瑶族十排龙纹錾花银项圈制作精美，
引人注目。项圈表面无纹饰，边缘用银条盘制成
20个乳钉状装饰。中部用银条系一錾有龙纹的银
牌，龙纹威武有力。整件项圈简洁大方，不失华
贵之感。

桂林博物馆

悠悠漓水 诗画桂林
庞革平 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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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青花携酒寻芳（携琴访友）图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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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20222022年年55月月1616日日，，福遍學區在周二例會後舉行新當選董事就職儀式福遍學區在周二例會後舉行新當選董事就職儀式
。。 David HamiltonDavid Hamilton 以以 83658365 票贏得票贏得 TrusteeTrustee 第第 77 席席，，Rick GarciaRick Garcia 以以 91029102
票贏得第票贏得第33席席，，圖為圖為DavidDavid與妻子與妻子KatieKatie在宣誓就職在宣誓就職。。

Jimmy RiceJimmy Rice 在在 FBISD TrusteeFBISD Trustee 位置服務位置服務 1212 年後在年後在 55 月月 77 日競選中落選日競選中落選。。
20222022年年55月月1616日日，，學區例會上學區例會上，，德州州政府致贈褒獎狀德州州政府致贈褒獎狀，，全體學區委員全體學區委員
們上台致贈水晶獎杯給兩位退休董事們上台致贈水晶獎杯給兩位退休董事，，感謝他們對福遍學區的貢獻感謝他們對福遍學區的貢獻。。

20222022 年年55月月1717 日日，，美國商業地產奇才美國商業地產奇才、、購物中心購物中心
買賣投資家龔作君買賣投資家龔作君 Joseph KungJoseph Kung 與愛妻美娟與愛妻美娟 DianaDiana
ZhangZhang在德州西部小鎮在德州西部小鎮MidlandMidland喜結良緣喜結良緣，，走入婚走入婚
禮的殿堂禮的殿堂。。世界名人網祝福他們幸福美滿世界名人網祝福他們幸福美滿，，百年百年
好合好合，，並祝愿家庭幸福並祝愿家庭幸福，，事業發達事業發達，，在引領後進在引領後進
、、社區服務和慈善捐贈等領域再立新功社區服務和慈善捐贈等領域再立新功。。

20222022年年55月月1717日日，，停擺兩年的休斯敦政商社區領袖最為看重的萊斯大停擺兩年的休斯敦政商社區領袖最為看重的萊斯大
學金德研究所年度午餐會在市中心學金德研究所年度午餐會在市中心Marriott MarquisMarriott Marquis大酒店發布大酒店發布20222022
HoustonHouston 地區調查地區調查，，慶祝慶祝 Stephen KlinebergStephen Klineberg 博士在數十年的轉型研究博士在數十年的轉型研究
之後退休之後退休，，並表彰社區領袖並表彰社區領袖、、慈善家慈善家、、教育家和歷史學家教育家和歷史學家 Anne S.Anne S.
ChaoChao 博士為促進休斯頓對多樣性所做的熱情和努力博士為促進休斯頓對多樣性所做的熱情和努力。。圖為圖為 Anne S.Anne S.
ChaoChao上台領獎並致謝詞上台領獎並致謝詞。。

20222022年年55月月1717日日，，世界名人網報導組世界名人網報導組May ChenMay Chen和和Tina PeiTina Pei在斯大學在斯大學
金德研究所年度午餐會在市中心金德研究所年度午餐會在市中心 Marriott MarquisMarriott Marquis 大酒店發布大酒店發布 20222022
HoustonHouston 地區調查活動中會面萊斯大學第一夫人孫月萍博士地區調查活動中會面萊斯大學第一夫人孫月萍博士。。孫月萍孫月萍
女士畢業於普林斯敦大學法學院女士畢業於普林斯敦大學法學院，，與李達偉校長一起來到萊斯大學後與李達偉校長一起來到萊斯大學後
，，在任十八年在任十八年，，把這間名校帶進了社會的各層面把這間名校帶進了社會的各層面，，在科研在科研、、醫學醫學、、能能
源源、、納米技術等各學術領域表現傑出納米技術等各學術領域表現傑出，，使萊斯大學登上世界頂級大學使萊斯大學登上世界頂級大學
之舞台之舞台。。

20222022 年年 55 月月 1818 日日，，休斯敦跨宗教慈善組織休斯敦跨宗教慈善組織 InterInter--
FaithFaith在休斯敦青少年聯盟在休斯敦青少年聯盟Junior League of HoustonJunior League of Houston
舉行舉行 20222022 for For All Humanityfor For All Humanity 晚會晚會，，為難民服務為難民服務
籌款籌款，，邀請邀請4040多年前的難民多年前的難民、、孫氏集團暨越華超孫氏集團暨越華超

市 董 事 長 孫 偉 根市 董 事 長 孫 偉 根
Vican TanVican Tan 講述自己講述自己
來到美國的成功經來到美國的成功經
歷歷 。。 圖 為圖 為 CharleneCharlene
Chuang (ChairChuang (Chair
Board, InterfaithBoard, Interfaith
Ministries for GreatMinistries for Great--
er Houston)er Houston) 與 印 心與 印 心
堂 蕭 老 師堂 蕭 老 師 AliceAlice
HsiaoHsiao合影合影。。

20222022年年55月月1818日日，，休斯敦跨宗教慈善組織休斯敦跨宗教慈善組織InterFaithInterFaith在休斯敦青少年在休斯敦青少年
聯盟聯盟Junior League of HoustonJunior League of Houston舉行舉行20222022 for For All Humanityfor For All Humanity晚會晚會，，為為
難民服務籌款難民服務籌款，，邀請邀請4040多年前的難民多年前的難民、、孫氏集團暨越華超市董事長孫氏集團暨越華超市董事長
孫偉根孫偉根Vican TanVican Tan講述自己來到美國的成功經歷講述自己來到美國的成功經歷。。圖為圖為Martin CominMartin Comin--
sky(President and CEO of Interfaith Ministries for Greater Houston)sky(President and CEO of Interfaith Ministries for Greater Houston)與晚會與晚會
主席傑出華裔移民原香港科大校長超導專家朱經武主席傑出華裔移民原香港科大校長超導專家朱經武、、著名電影明星陳著名電影明星陳
燁及印心堂蕭老師燁及印心堂蕭老師Alice HsiaoAlice Hsiao合影合影。。

20222022年年55月月1919日日，，休斯敦原市議員關振鵬與休斯敦西南區主席李雄休斯敦原市議員關振鵬與休斯敦西南區主席李雄
在中國餐廳為在中國餐廳為Dr. Suleman LalaniDr. Suleman Lalani競選德州競選德州7676區州議員舉行籌款說明區州議員舉行籌款說明
會會，，呼籲住在呼籲住在 7676 區的選民在區的選民在 55 月月 2424 日日 RunoffRunoff 決選中積極投票決選中積極投票，，投投
Dr. LalaniDr. Lalani一票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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