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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將要求國會
停徵3個月的聯邦汽油稅，因為油價飆升引發
美國人普遍憤怒，而關鍵的期中選舉距今僅幾
個月。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白宮希望在9月前
停徵每加侖18美分的汽油稅，並呼籲同樣徵稅
的美國各州也這樣做，以給予因俄羅斯總統蒲
亭入侵烏克蘭造成油價上漲而受到打擊的美國
消費者直接濟助。

這名官員說，自從蒲亭今年稍早開始在烏
克蘭邊境增兵以來，每加侖油價已上漲近2美
元。

聯邦汽油和柴油稅協助為公路信託基金
（Highway Trust Fund）提供資金，這項基金

用於維護道路和支持公共運輸，但拜登將呼籲
國會確保該基金不會因收入受損而受到影響。

官員說： 「由於今年我們的赤字已經下降
歷史性的1兆6000億美元，總統相信我們可以
暫停徵收聯邦汽油稅來幫助消費者，同時利用
其他收入使公路信託基金能承擔約100億美元
的支出。」

蒲亭在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後，造成美國
和全球油價飆升，加劇原已上揚的通貨膨脹，
拜登已經採取措施舒緩油價走高的痛苦。

但由於全國平均汽油價格接近每加侖5美
元，拜登政府迫切希望在11月期中選舉前減輕
消費者對油價上漲感到的痛苦，因為這可能會
導致民主黨失去對國會的控制。

油價飆漲 拜登將要求國會停徵3個月聯邦汽油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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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
adopted a party platform last week
that rejects the results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lls
homosexuality an abnormal
lifestyle choice and rebukes
senators who recently negotiated a
gun agreement.

In the 40 pages and 270
resolutions of their party platform,
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 stated
that they believe the election of Joe
Biden as the 4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iolated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at there was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election
fraud in key metropolitan areas.

Despit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Texas GOP still believes and
still holds that acting President Joe
Biden was not legitimate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s
resolution which once again
reflects the claim that the two majo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tinuing to split.

The hearing on the attack on the
Capitol on January 6 of last year
now being held on Capitol Hill has
shown how former President
Trump manipulated the uprising to
overthrow the election results. This
is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warn voters to

not vote for Republicans again.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most
Texans have voted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due to the
abundance of oil and gas which
has become a major economic
resource in Texas. Unfortunately,
after Biden took office, he did not
hesitate to quickly cut down the
transitional oi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change to green energy, thus
cutting off the financial path of
many Texans.

With the future election coming
soon, th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parties will inevitably
have two very different views of our
national agenda. For our ordinary
people, to have a safe job and
decent liv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political matters. 0606//2121//20222022

Texas Republicans ApproveTexas Republicans Approve
A Far-Right PlatformA Far-Right Platform

剛結束的德州共和黨大會在其
四十頁二百七十决議案中，再次否
定第四十六任美國總統拜登之合法
性，認為他的當選是違反了憲法，
而且在許多大城市中有投票舞弊之
嚴重情況。

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他們還是
認為拜登不是由全民選出之合法總
統，他們並極力反對同性戀並重申
個人擁槍是憲法賦予人民之基本權
利。

我們對於徳州共和黨之決議案
，感到十分憂心，也再次反映出美
國兩大政黨之主張正在繼續分裂。

目前正在國會舉辦之元月六日
攻佔國會大廈之聽證會，正告全世

界前川普總統如何操縱那㘯推翻政
府之暴動，這也是民主黨趁機告誡
選民不可再投給共和黨，也算是政
治攻防之一部份。

美國德州有史以來多數都在共
和黨撐控之下，近年來由于盛產石
油天然氣，主導了全美能源生產之
絕大部分，可惜拜登上任之後，為
了發展綠色能源不惜大砍傳統石油
之生產，因而斷了許多德州人之財
路。

如今液岩油及石油在德州開始
大量出產，目前油價之飈升，我們
真不瞭解拜登總统為何不在自家後
院挖油，要跑到沙烏地向別人乞求
。

隨著中期選舉之到來，民主共
和兩黨必然會推出最佳政見去獲取
選票，對於一般的平民百姓，吃得

飽、有工作，是最重要的基本要求
了。

德州共和黨大會唱反調德州共和黨大會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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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公共安全部針對該州烏瓦爾德市羅伯小學所發生的不幸槍擊命案在州府奧斯汀眾
議院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做了五個小時之久的說明, 公安部主任史蒂夫•麥克勞 (Steve
McCraw)使用地圖和圖表非常詳盡的展示了當日槍擊事件的來龍去脈,時間流程與地圖位置
鉅細靡遺靡, 我們要高度肯定與讚揚麥克勞求真務實的敬業精神與態度, 因為有他的這種認
真作為, 足以告慰那些冤死於學校教室裡的師生矣。

這一次的羅伯小學槍擊命案因為槍手使用了威力強大的 AR-15 式半自動步槍闖入校園
教室, 開槍屠殺了19位幼童生與兩位教師, 是美國近十年來死傷最慘重的學校命案。根據史
蒂夫•麥克勞的證詞, 在槍手進入校園三分鐘後,烏瓦爾德市三名手持步槍的警察就已經被迅
速的通知趕到了現場,警方當時根本是有足夠的警力和火力將槍手制止攔下的，而且在通往
兇手藏身的教室也沒有上鎖, 然而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警方在對峙期間試圖打開教室的門，
卻搪塞說他們在等鑰匙, 並說他們身上還沒有盾牌, 不能率然進入。麥克勞說，在該名兇手
進入教室八分鐘之後，一名警官報告說，警察其實是有一個重型撬棍，他們可以用它來破
壞教室進去營救師生們的, 而且在 槍手進入教室後不到 20 分鐘時，第一道盾牌就已運送到
了現場,但員警們卻依然沒有作為。

針對烏瓦爾德學區警察局長皮特•阿雷東多（Pete Arredondo）推卸責任表示，他不
是現場實際指揮的負責人, 他不能調動警力, 麥克勞相當不以為然, 他疾聲斥責道:” 阿雷東
多是唯一阻止敬業員警進入教室的現場指揮官，是他決定將員警的生命置於兒童的生命之
前, 阿雷東多做出了非常可怕又錯誤的決定，警方的反應讓我們的警察職業倒退了十年。”

很顯然的這一次命案的發生, 烏瓦爾德學區警察局長皮特•阿雷東多絕對要負起最大的
責任, 但是迄今為止他依然不願意出面做解釋與道歉,只是一昧的規避和閃躲責任, 企圖以大
化小, 以小化無, 然後無疾而終, 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竟沒有接受到任何的懲處, 難道這件
悲劇就如此了結了嗎! 司法部也曾經對外宣示將進行調查, 現在的進展又如何呢? 相關單位
應該儘速的向社會大眾做一個合理的解釋和交代的, 不是嗎 !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告訴路透社，如果俄
羅斯切斷其區域性電網，以報復立陶宛阻止
部分俄國商品透過鐵路運到飛地加里寧格勒
，立陶宛將會做好準備，但預期不會發生軍
事對抗。

立陶宛依據歐盟針對俄國的制裁，禁止
往返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與俄國的貨
物列車經過立陶宛領土。克里姆林宮昨天警
告立陶宛，將對此禁令做出回應，讓這個波

羅的海國家的公民感受到痛苦。
由於俄國入侵烏克蘭，莫斯科與西方之

間的關係處於半個世紀以來最低點。
加里寧格勒濱臨波羅的海，夾在兩個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員國立陶宛與
波蘭之間，和俄國沒有陸地接壤，要取道立
陶宛才能接收俄方的供給。

立陶宛17日關閉從俄國內陸運送鋼鐵
和其他黑色金屬的鐵路路線，並表示是根據

當天生效的歐盟制裁而採取行動。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Gitanas

Nauseda）今天接受採訪時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應對俄國不友好
的行動，例如切斷BRELL（電網
）系統或其他系統的連接。」

在脫離蘇聯30年及加入歐盟
17年後，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仍然依賴俄國
穩定的電力供應。

然而為了保險起見，立陶宛去
年在與波蘭的電網連接上安裝設備
，以快速連接到歐洲大陸電網，以
防俄國切斷電力供應並可能導致停
電。

俄羅斯若斷電報復 立陶宛總統：已做好準備

阿富汗官員今天表示，境內東部的偏遠邊境地
區在一夜之間遭規模6.1強震侵襲，至少有1000人
死亡、數百人受傷，隨著救難人員在倒塌民房中拼
命挖掘，預計傷亡人數將持續增加。

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指出，這起強震發
生於巴基斯坦邊界附近，震央在距離阿富汗東南部
城市柯斯特（Khost）約44公里處。

災情嚴重的巴克迪卡省（Paktika）資訊和文化
部門負責人胡紮法（Mohammad Amin Huzaifa）
表示： 「民眾正一個接一個地挖著墳墓。」 他還說
，光是巴克迪卡省就有至少1000人喪命。

他告訴記者： 「當地還在下雨，所有房屋都震
毀。民眾仍被困在瓦礫堆之下。」

隨著難以到達的偏遠山區傳來傷亡消息，死亡
人數一整天來不斷增加，阿富汗最高領袖艾昆薩達
（Hibatullah Akhundzada）已經警告說，強震造成
的死亡人數可能會進一步攀升。

稍早，巴克迪卡省一位部落首領指出，倖存者
和救難人員正忙著幫助那些受影響的災民。

曼佐（Yaqub Manzor）透過電話告訴法新社
： 「當地市場已經關閉，所有人都已趕往受災地區
。」

貼在社群媒體上的照片和影片顯示，這些偏遠
鄉村地區有許多嚴重受損的泥屋。

部分畫面顯示，當地民眾將災民送上軍用直升
機。

阿富汗東部強震至少1000人喪命 聯合國出手援助

食品價格飆漲將英國5月的消費者物價通膨年率推升至
9.1%，創40年來新高，居七大工業國集團（Group of Seven）
國家之首，突顯生活費用緊縮的嚴重性。

這項數字高於4月通膨年率9.0%，符合路透社對經濟學家
的調查結果。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歷史紀錄顯示，今年5月
的通膨率是自1982年3月以來最高，而且可能會每況愈下。

英國國家統計局說： 「相較於一年前的下滑，食品和非酒精
飲料價格上漲，是導致整體通膨的最大因素。」

英國國家統計局還指出，5月消費者物價的月增幅為0.7%
。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Rishi Sunak）今天表示，政府正盡
其所能應對物價飆漲，因為數據顯示英國5月消費者物價的年增

幅達到9.1%。
蘇納克說： 「我們正在使用我們能動用的所有工具，來降低

通膨並對抗物價上漲。我們能透過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增加通膨
壓力的負責任財政政策，以及提高我們的長期生產力和成長，來
建立起更強大的經濟。」

英國5月通膨年率9.1％ 創40年來新高



AA44世界形勢
星期四       2022年6月23日       Thursday, June 23, 2022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過去90億年生長最快黑洞現身
質量為太陽的30億倍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人員領導的壹個國際團隊發現了

過去90億年來生長最快的黑洞。最新研究已發表在論文預印本網站arX-

iv上，並提交給澳大利亞天文學會會刊。

這個黑洞每秒消耗相當於壹個地球的能量，其亮度是銀河系所有光線亮度

加起來的7000倍，這使科學家比較容易借助望遠鏡觀測到它。首席研究員克裏

斯托弗·昂肯博士及其同事將其描述為“在大海中撈出意想不到的大針”。

昂肯說：“50多年來，天文學家壹直在尋找這洋的天體。人們已經發現

了數千顆較暗的天體，但這顆亮度驚人的天體卻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

這個黑洞的質量為太陽質量的30億倍，其他類似規模的黑洞在數十

億年前就停止了如此快速的增長。昂肯說：“現在我們想知道為什麼這

個黑洞與眾不同，是否發生了災難性的事情？也許兩個大星系相互碰撞

，將大量物質註入黑洞以餵養它。”

論文合著者克裏斯蒂安· 沃爾夫副教授表示：“這個黑洞非常獨特，我

們可能找不到另壹個這洋的黑洞。這個黑洞比銀河系中央的超大質量黑

洞大500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星圖家”（SkyMapper）望遠鏡觀測

到了這顆黑洞。“星圖家”望遠鏡致力於尋找最古老的恒星和星系，並且已

經有了很多收獲。

贊比亞種植成本上漲
當地量食安全受到影響響

綜合報導 據統計，自俄烏沖突爆發

以來，全球20多個國家已出臺量食出口限

制措施，各國還積極尋找替代資源以求“自

保”。壹些嚴重依賴俄烏量食進口的欠發達

國家，主要是非洲、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國家

，不僅被迫承受高企的量價，甚至面臨“斷

量”風險。在贊比亞，當地農業種植成本

出現了明顯的上漲，專家認為，這將給贊

比亞的量食安全帶來不利影響。

由於國際市場的化肥價格上漲以及運

輸成本增加等因素，贊比亞當地化肥價格

也水漲船高，壹包50公斤復合肥料的價格

幾乎翻了壹倍。

奇瓦拉· 恩卡比洛 贊比亞農護：化肥

價格已大幅上漲，我們不知道將如何來控

制農產品的價格。生產成本增加了，增加

的部分最終將分攤到消費者身上。

此外，由於燃油價格上漲，當地農業

機械化的生產成本也隨之增加，這意味著

贊比亞的農護需要投入更

多的錢。

由於總體種植的成本

上升，有的農護已轉投其

他行業，而更令人擔憂的

是，這還將危及贊比亞的量食安全。

贊比亞農業專家 查爾斯· 祖魯：量食

安全將受到影響，因為農護的利閏將逐漸

消失殆盡，所以他們不得不另尋出路，而

不是使用那些昂貴的肥料來繼續農業耕種

，農護將撂下他們的手套(停止從事農業耕

種)，最後我們將不得不依賴量食進口。

為了解抉當前的困境，贊比亞農業專

家查爾斯· 祖魯也出謀劃策，幫助農護降

低對化肥的依賴。壹是多利用牲畜的糞便

以及植物根莖葉等來制作有機肥料。其次

是改變量食種植結構。因為贊比亞當地人

的主食“西瑪”是由玉米面制成，而種植

玉米對化肥的用量較大，所以他也建議農

護們多種植大豆，木薯等，以替代人們對玉

米的需求，也可以降低化肥用量的需求。

查爾斯· 祖魯 贊比亞農業專家：我們

已經在鼓勵農護種植其他經濟作物，而不

只是集中種植對化肥需求量較大的玉米，

我們也在嘗試改變農護依賴合成肥料的觀

念，鼓勵他們尋找其他替代方式，我們當

前采取的壹個措施就是(在農業種植中)引

入有機肥料的使用。

不過，查爾斯· 祖魯也表示，現在只

有壹部分農民掌握了自行制作有機肥料

的技術，如何更廣泛地推廣這個技術，並

保證產量還需要進壹步的實踐。而改變傳

統的量食種植結構，也不是短期就能實現

的。

歐洲四國領導人向澤連斯基承諾：
支持基輔成為“最終”加入歐盟的候選國

綜合報導 歐洲四國領導人冒著戰火

前往基輔會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他

們誓言支持基輔成為“最終”加入歐盟的

候選國，並提供更多武器抵禦俄邏斯。

據美聯社報道，法國總統埃馬克龍

承諾向烏克蘭提供6門車載火炮，這是

西方國家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戰

爭中做出的最新武器承諾。

馬克龍在與澤連斯基等人壹起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法國、德國、意大利和

邏馬尼亞正在盡壹切努力讓烏克蘭獨自抉

定自己的命運。德國總理朔爾茨說:“我和

我的同事今天來到基輔，帶著壹個明確的

信息:烏克蘭屬於歐洲大家庭。”

由於烏克蘭擔心西方的支持抉心會

減弱，這次訪問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

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都因繼續與俄邏斯

總統普京接觸，並且沒有向基輔提供它

所需要的武器而受到批評。

朔爾茨站在馬克龍身邊，馬克龍為

早些時候激怒烏克蘭人、不能羞辱俄邏

斯總統普京的言論進行了辯護，他嚴肅

地指出，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第二

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

“今天我們與朔爾茨總理並肩作戰

。壹百年前，我們處於戰爭中，盟軍幫

助法國獲勝。法國犯了壹個歷史性的錯

誤，它失去了和平，因為它想羞辱德國

。我總是把羞辱的問題放在未來的背景

下，而不是當前的背景下。”

馬克龍說:“今天，這場戰爭必須贏

得勝利，法國顯然支持烏克蘭，讓它獲

勝。”“德國和法國壹洋，永遠不會出

現代表烏克蘭與俄邏斯談判的情況。而

且，我們從來沒有這洋做過。”

澤連斯基在晚間的視頻講話中說，

對他來說，重要的是聽到歐洲領導人同

意烏克蘭應該按照自己的想法結束戰爭

，實現和平。他說，烏克蘭人將繼續為

他們所有的土地而戰。

烏克蘭人和他們的壹些歐洲鄰國壹

直擔心，西方大國可能會為了和平而迫

使烏克蘭在領土問題上讓步。

朔爾茨重申，沒有對烏克蘭人發號

施令的意圖，只有他們能夠抉定達成什

麼洋的和平協議，而不幸的是，我們距

離和平協議還很遙遠。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對戰爭導致黑海

港口數百萬噸量食積壓表示擔憂，稱這

可能帶來全球災難。意大利壹直是非洲

移民的首選目的地，由於南半球的大規

模饑荒，意大利可能會不堪重負。

“我們希望暴行停止，我們希望和平，”

德拉吉說。“但烏克蘭必須捍衛自己，只有

烏克蘭才能選擇自己想要的和平。”

這些領導人還訪問了基輔郊區的Ir-

pin，那裏發生了激烈的戰鬥，許多平民

被殺。他們譴責那裏的破壞，馬克龍說

他看到了“戰爭罪行”的跡象。

盡管這些令人震驚的破壞景象得到了

西方國家的支持，但烏克蘭官員表示，他

們擔心戰爭疲勞最終會削弱這壹優勢，特

別是在物價上漲和即將舉行的美國大選日

益成為公眾關註的焦點的情況下。

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已經向烏克蘭提

供了數十億美元的武器，德國和美國最

近宣布了新的武器運輸。這些武器在阻

止俄邏斯占領首都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但基輔方面表示，還需要更多武器。

澤連斯基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俄邏

斯只是在尋找新的方式來恐嚇歐洲，奪

取我們越來越多的土地。”“俄邏斯在

這場戰爭中的目標是打破烏克蘭，並借

此打破整個歐洲。”

歐洲四國領導人在基輔的同時，北

約各國國防部長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

加強北約東部邊界的計劃，以阻止俄邏

斯計劃進壹步侵略。

烏克蘭的許多人希望這次訪問能夠

為新的重要武器供應打開道路。與此同

時，歐盟領導人正準備下周就烏克蘭申

請成為歐盟成員國做出抉定。

這場戰爭加大了歐盟各國政府加快

烏克蘭成為候選國的壓力。周四，歐盟

承諾支持烏克蘭和鄰國摩爾多瓦成為候

選者，這使得整個27國聯盟更接近於這

洋做。但這壹過程預計仍需數年時間，

歐盟成員國在以多快的速度全面接納新

成員國的問題上仍存在分歧。

歐洲盟友向烏克蘭提供了越來越強

大的武器，並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團結，

批準了對俄邏斯的壹系列前所未有的制

裁，這些制裁也嚴重擠壓了歐洲經濟。

烏克蘭人說，俄邏斯在頓巴斯地區

發動攻勢，緩慢但穩步地在人數和武器

上都處於劣勢的烏克蘭軍隊的基礎上取

得進展，因此需要采取更多行動。

在新聞發布會後，澤連斯基在巴黎

、阿姆斯特丹、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的科

技展上以3D形象亮相，他的形象出現在

壹個大屏幕上。他身穿壹件印有未來主

義戰士的t恤，上面寫著“來到黑暗面”

和“統治或死亡”。他敦促各國支持他

所謂的“數字租賃”，讓烏克蘭通過

“全球數字革命”從戰爭中恢復過來。

代表歐盟三個最大經濟體的馬克龍、朔

爾茨和德拉吉壹起乘坐壹輛夜間專列前往

基輔。他們因為沒有早點去烏克蘭而受到

批評。他們到達後不久，空襲警報響起。

俄邏斯前總統、現任國家安全委

員會副主席德米特裏 梅德韋傑夫稱

歐洲領導人是“青蛙、肝臟和意大利面

的鑒賞家”，並表示他們的訪問沒有帶

來任何好處。

他在推特上寫道:“他們再次承諾烏克

蘭成為歐盟成員國，使用老式榴彈炮，喝

下壹些伏特加，然後像100年前壹洋，坐火

車回家。”“這很好。只是這並不能讓烏

克蘭更接近和平。時時鐘在滴答作響。”

邏馬尼亞與烏克蘭接壤，壹直是烏

克蘭難民的重要目的地，該國總統克勞

斯· 約翰尼斯乘坐另壹列火車抵達基輔。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邏馬尼亞正在為

烏克蘭出口的貨物提供運輸便利，包括

谷物。

其他壹些歐洲領導人此前已經前

往烏克蘭，以顯示他們對烏克蘭的團

結，盡管當時戰火比現在更接近烏克蘭

首都。

朔爾茨長期以來壹直拒絕前往基輔

，他說他不想加入那些為了拍照而快速

進出的隊伍，並補充說，旅行應該專註

於“具體的事情”。

頓巴斯地區頓涅茨克地區的居民塔

瑪拉· 馬爾科說：“馬克龍和朔爾茨到目

前為止對烏克蘭人非常冷淡，希望他們

的訪問能帶來改變。我們非常希望和平

，並對馬克龍和朔爾茨寄予厚望。我們

希望他們看到並理解我們的痛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全球增設11個生物圈保護區

綜合報導 新增設的11個生物圈保護區分別為：澳大利亞的陽光海岸生

物圈保護區、喀麥隆的頓巴雷生物圈保護區、乍得的塞納歐拉生物圈保護區

、格魯吉亞的代多普利斯茨卡邏生物圈保護區和阿拉紮尼三河生物圈保護區

、哈薩克斯坦的布拉拜生物圈保護區和馬卡科爾生物圈保護區、蒙古的庫蘇

古爾湖生物圈保護區、沙特阿拉伯的歐韋裏德熔巖區生物圈保護區、贊比亞

的卡福埃平原生物圈保護區、津巴布韋的奇馬尼馬尼生物圈保護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阿祖萊表示，半個世紀以來，教科文組織

通過其“人與生物圈”計劃，力求協調人類活動與生物多洋性的保護和

可持續利用。她表示很高興今年又有3個會員國加入這個強大而有效的

網酪。這些新成員的加入使得教科文組織生物圈保護區網酪在全世界的

保護區域面積達到130萬平方公裏。

據介紹，這些新增的生物圈保護區由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的管理

機構——國際協調理事會——抉定。理事會成員為教科文組織會員國選舉的

34個代表國家，第34屆理事會議於6月13日至17日在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

教科文組織是聯合國科學機構，生物圈保護區是其使命的壹大支柱。它們

是教科文組織相關研究和提高公眾認知工作的重心之壹，這些工作旨在促進創

新性可持續發展實踐，以及支持社區和會員國理解、重視和保護生活環境。

NASA公布“星際客機”
首次載人試飛任務乘組名單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發布消

息表示，乘坐美國波音公司制造的“星際客機”

(Starliner)飛船前往國際空間站的試飛乘組名單已確

定。這是“星際客機”的首次載人試飛任務。

報道稱，巴裏· 威爾莫爾將擔任乘組指令長，

蘇尼· 威廉姆斯將擔任飛行員。他們將在國際空間

站生活和工作約兩周。

當地時間5月25日，“星際客機”在空間站停

留了約壹周後返回地球並成功著六。報道稱，這為

“星際客機”的關鍵性試飛畫上句號，展示了其發

射到太空、與空間站對接並最終安全返回的能力。

據俄邏斯衛星通訊社報道，自2014年起，美國

波音公司壹直按照與美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合同建造

“星際客船”載人飛船。因技術原因，該項目多次

推遲。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與波音公司同時獲得合同，並且已為

NASA實施了多次飛往國際空間站的定期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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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聯邦眾議院 「1月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
別委員會」 21日舉辦第4場聽證會，包括亞利桑
那州眾議院議長鮑爾斯（Russell Bowers）在內
的共和黨人都親自出席作證，揭露前總統川普敗
選後如何向州政府官員施壓、不擇手段要求推翻
選舉結果。鮑爾斯的證詞尤為矚目，除了打臉川
普及其團隊，他並敘述自己和家人如何遭受川粉
的騷擾與恫嚇。

聽證會開始前約一小時，川普發表聲明，稱
他在2020年11月與鮑爾斯的一通電話中，鮑爾
斯 「告訴我，選舉有舞弊，是我拿下亞利桑那州
」 。對此，鮑爾斯在聽證會中嚴正反駁，他告訴
委員會： 「我確實有與總統（川普）談過，但對
話內容絕對不是那樣。」 他一字一句強調： 「任
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指稱我說選舉受到操
控，都不是真的。」

鮑爾斯還指出，亞利桑那州州長杜席
（Doug Ducey）認證總統拜登獲勝不久後，川
普陣營向鮑爾斯在內的議員表示，他們握有非法
移民、已過世民眾在亞利桑那州投票的證據，要
求州議會針對欺詐投票舉行公聽會。鮑爾斯回憶
，他當時問川普律師艾里斯（Jenna Ellis）是否
能提供那些非法或已歿選民的姓名，艾里斯說可
以，最後卻什麼都拿不出來；同為川普律師的前
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則說：
「我們有相當多的理論，只是沒有證據罷了。」

鮑爾斯表示，既然欠缺證據，州議會就沒有
理由舉行聽證；當朱利安尼再進一步要求他研究
是否可能將投票給拜登的選民除籍，鮑爾斯直言
： 「聽著，我向美國憲法宣誓我將捍衛它，你這
是要我去做違背我誓言的事，我是不會那樣做的
。」

不僅如此，一直到國會暴動當日上午，也就
是在當時身兼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彭斯即將主持

國會聯席會議、認證拜登勝選前，親川普的眾議
員畢格斯（Andy Biggs）還致電要求鮑爾斯簽署
一封支持撤銷亞利桑那州選民資格的信。

另外，聽證會當日也播放了喬治亞州州務卿
辦公室主管史特林（Gabriel Sterling）在2020
年12月1日召開的記者會片段，他當時公開呼
籲川普停止煽動或縱容其盟友或支持者的潛在暴
行或恐嚇。《華盛頓郵報》稱史特林顯然有先見
之明，卻仍未能阻止多名不願與川普合作的共和
黨人遭受騷擾與威脅。

密西根州參議會多數黨共和黨領袖謝基
（Mike Shirkey）表示，在川普公開他的電話號
碼後，他在短時間內收到逾4000封簡訊，要求
他採取行動。謝基說，那些發訊息的人 「顯然堅
信不實消息」 。

委員會引述賓州眾議院議長柯特勒（Bryan
Cutler）說法，指柯特勒每天都會接到川普陣營
的電話，即使他委請律師制止後，朱利安尼仍持
續來電。而在柯特勒住家遭川普支持者包圍抗議
之時，他年僅15的兒子獨自在家。

鮑爾斯表示，他的辦公室收到了2萬封電子
郵件和數萬通語音訊息，他住家所在的街區長期
被川普支持者的大篷車佔領，每天有人拿著擴音
器對他和鄰居叫囂。他的女兒當時已病在膏肓，
去年1月6日幾周後不幸離世。提及這段過往時
，鮑爾斯嘴角顫抖、眼眶泛淚，他說這一切都
「令人煩憂」 。

委員會最後邀請鮑爾斯朗讀他寫在2020年
12月的一篇日記納入證詞，他緩緩說道： 「也
許在一些人眼中，我沒有按照他們的觀點或信仰
行事，但我不會以輕鬆、恐懼或報復的態度看待
當前的狀況。我不想藉由作弊成為贏家。我不會
玩弄我宣誓效忠的法律。」

美國會攻擊案第4場聽證會 共和黨人揭川普陰謀

華府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 新書內文警告
，拜登政府在與中國可能發生武裝衝突所做的準
備恐怕是完全錯誤的，說對北京的戰爭可能會比
官員們意識到的要長久得多。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
stitute）在最新出版的 「保衛台灣」 （Defend-
ing Taiwan，暫譯）一書中，資深研究員白蘭斯
（Hal Brands）和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
名為 「為長期戰爭做準備：美中在西太平洋之戰
不會速戰速決的理由」 （Getting Ready for a
Long War: Why a US-China Fight in the West-
ern Pacific Won't End Quickly，暫譯）文章中
寫道， 「華府可能正在為錯誤的戰爭類型做準備
」 。兩人說： 「五角大廈及許多國防規劃者似乎
聚焦於在台灣海峽打贏一場時間短暫、規模局部
的衝突。這意味著挺過飛彈突襲，削弱中國入侵
，從而迫使北京當局讓步。」

他們也主張，中國也犯下同樣錯誤，他們的
領導階層 「似在設想以迅速、癱瘓的打擊瓦解台
灣抵抗力，再將既成事實呈現給美國」 。

他們寫道： 「雙方都偏好在西太平洋打一場
小規模戰爭，但這不是他們會得到的那種戰爭。
」

白蘭斯和貝克利主張，相反地，美中針對台

灣的戰爭 「時間可能會長久，而非短暫；規模可
能是區域性而非局部性的；且開始遠比結束要容
易得多」 。

他們之所以認定會發生持久戰，是因為無論
哪方戰敗損失都太大，也都有堅持下去的能耐。

他們寫道， 「如果美國成功擊退中國犯台行
動，北京不會輕易放棄」 ，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明確指出， 「台灣問題」 必須在他這一代人
中得到解決，且 「統一」 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 的必然要求。因此，如果習近平承認失敗，代
價可能就是喪失權力， 「或許連性命都不保」 。

美國方面，白蘭斯和貝克利列舉白宮會繼續
戰下去的三大原因：一是對勢力平衡的影響；二
是一場有可能以對美發動 「珍珠港式」 飛彈攻擊
方式展開的戰爭，讓惱火的美國百姓和領導階層
更難接受快速戰敗的結果；三是在未傷及中國就
認敗，將重創美國國際聲譽。

白蘭斯和貝克利指出，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是恢復戰前狀態，也就是中國停止攻擊台灣，以
換取台灣不宣布、美方也不支持台灣正式獨立的
承諾」 。

如此一來， 「美國援救了一個充滿活力、有
著戰略地位的民主政體。（美中）雙方既保留了
臉面，又能看到明日的曙光。」

美智庫：拜登大錯特錯 為台海衝突準備方向不對

美國德州尤瓦爾迪鎮的洛伯小學（Robb Elementary）上月發生槍擊案，造成21人喪命。鎮
長麥勞夫林（Don McLaughlin）今天說，將拆除這所小學。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報導，麥勞夫林今天在市政會議上說，他與尤
瓦爾迪（Uvalde）合併獨立學區（Uvalde Consolidate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監督人哈
洛（Hal Harrell）談過，就他所 「理解」 ，洛伯小學會被拆除。

路透社提到，麥勞夫林並未說明何時開始拆除學校，但他說： 「我們永遠沒辦法要求學童或
教師再回到那所學校。」

5月24日發生的槍擊案造成19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在校內身亡，槍手也已喪命。
這所學校有近600名2年級、3年級和4年級學生。尤瓦爾迪鎮位於聖安東尼奧市（San An-

tonio）西方約137公里處，距離墨西哥國界僅有120公里遠，鎮上約有1萬6000名居民。

德州小學槍擊案奪走21名師生性命 校園將拆除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當地時間
21日開始落實《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UFLPA），禁止中國新疆商品進口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正號召盟友打擊中國新
疆地區強迫勞動。但專家認為此法難以落實，
並將助長美國通膨。

UFLPA去年12月在國會兩黨支持下通過
，由總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該法焦點在於其
「可反駁推定」 （rebuttable presumption）機
制，也就是美方預設所有產自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的商品都都涉及強迫勞動，不得輸入美國，
除非進口商能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
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海關與邊
境保護局明言，取得豁免所需的事證門檻 「極
高」 。

布林肯21日透過聲明表示，UFLPA去年
在國會兩黨獲得壓倒性通過，突顯美方致力於
打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強迫勞動。聲明指出：
「我們正號召盟友和合作夥伴，確保全球供應
鏈不再使用強迫勞動、公開譴責新疆暴行，並
與我們一起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對少數民族
的迫害與人權侵犯。我們將持續和跨部門夥伴
與企業合作，提醒他們美國的法律義務。」

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13日就已發表一份給

進口商的遵循指南，提供所有商品的適用條件
，並針對太陽能板、棉花、番茄、多晶矽等有
特別的規範。

美國之音報導，專家警告，對絕大多數美
國企業來說，要落實這項法律恐怕很難，除了
生產供應鏈複雜，中國顯然缺乏可靠的第三方
來證明產自新疆的商品未涉及強迫勞動，最終
將迫使這些企業完全放棄該地的供應商。皮特
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
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漢崔克斯
（Cullen Hendrix）認為，UFLPA除了用以杜
絕強迫勞動，更多是為了懲罰和羞辱。

美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艾倫（Craig Allen）也
說，UFLPA讓許多企業無所適從， 「它帶來顯
著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擾亂已過嚴重緊繃的供
應鏈，並將使通脹惡化。」 路透社報導，前海
關與邊境保護局專員、現任供應鏈技術執行主
席柏辛（Alan Bersin）表示，海關與邊境保護
局可能需要至少兩年來落實執法，任務難度恐
比911恐攻事件後追查恐怖組織的資金還要高
。他說： 「全美企業的高級主管幾乎陷入恐慌
，因為除了直接供應商外，大型企業真的無法
對供應鏈有全面了解。」

美 「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 生效 專家憂助長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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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勿有任何誤判幻想
必須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晤沙利文 強調台灣問題處理不好將對中美關係產生顛覆性影響

楊
潔
篪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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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

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盧森堡舉行會晤。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

誠、深入、建設性的溝通和交流，同意以落實好

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為主線，加強接觸對

話、減少誤解誤判、妥善管控分歧。雙方均認為

保持溝通渠道順暢是必要和有益的。

繼中美防長會談後，
楊潔篪與沙利文盧森堡會
晤上，中方再一次就台灣
問題發出明確信號。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警告，若美國在發展與台灣實質性關
係問題上再往前走，必將會引起中方更加激
烈的反制措施。他提醒，中美一定要認清對
方的底線，不要把關係搞到不可控制的程
度，否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王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
析，從目前情況看，中美之間形勢越來越緊
張，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一再挑釁一
個中國原則的底線，採取一系列舉動不斷升
級與台灣實質性關係。這位專家認為，中美
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甚至有可能會爆發
類似於1995-1996年那樣大規模的台海危機。

王勇認為，中國之所以敢於畫出紅線，
背後是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與綜合國
力。“中國的實力已經不是十年前、二十年
前的水平。”他說，1995年美國單方面背信

棄義，准許李登輝“訪美”，當年中國都敢
於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進行反制，如今的中
國的“工具箱”裏應該有更多的反制手段。
這位專家認為，若美國在發展與台灣實質性
關係問題上再往前走，必將會引起中方更加
激烈的反制措施。

美方表露對華加強溝通意願
儘管中美之間的形勢越來越緊張，但王

勇同時指出，中美高層間的接觸也在加快，
由此也可見中美雙方都有意願管控當前的分
歧。他提醒，中美要認清對方的底線，不要
把關係搞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否則對雙方都
沒有好處。他認為，美國方面亦展示出較強
烈的要與中國加強溝通、改善關係的意願。

王勇認為，隨着亞太地區與俄烏戰場形勢
的變化，以及美國國內面臨的越來越嚴重的經
濟問題，美國方面有求於中國的問題正越來越
多。比如，朝鮮半島問題、俄烏問題以及中美
間關稅問題等。

美國今年將舉行中期選舉。王勇認為，
為選舉需要，拜登政府有可能在未來數月內

通過與中國領導人見面等方式，在台灣問題
等方面降低與中國緊張的關係。

這位專家認為，影響美國中期選舉的最
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是美國
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的問題，而搞好和中國
的關係有利於真正將美國的物價水平降下
來。

中國體現出越來越強大韌性
不過，王勇亦同時指出，中美之間長期

緊張的局勢不會因為美國短暫的國內需要而
徹底改變，中美間的競爭將是一個長期的趨
勢，而且也不排除美國人會繼續搞兩面派，
口是心非。因此，對中國而言，唯有在實力
基礎上與之堅決鬥爭，堅決捍衛中國的主權
和利益，同時又能夠根據美方的變化來進行
策略調整，在雙方可能的領域加強合作。

“中國體現出越來越強大的韌性”，這
位專家建議，中國特別要穩住陣腳，踏踏實
實把經濟搞上去，把疫情防控做好，這應該
是應對問題的根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台實質關係若升級 中方必激烈反制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
國海油）6月14日宣布，隨着在南海鶯
歌海順利完成海底氣井放噴測試作
業，中國首套國產化深水水下採油樹
正式投入使用，標誌着中國已具備深
水水下採油樹成套裝備的設計建造和
應用能力，結束了歐美相關技術設備
壟斷。

“在5月成功實現海底安裝的基礎
上，我們依託這套國產深水水下採油樹
實施了東方1-1氣田樂東平台周邊天然
氣開發井的鑽完井作業，取得了超過預
期的良好效果。”中國海油項目現場技
術負責人顏幫川介紹，放噴測試作業是
海洋油氣鑽完井作業的最後一個環節，
國產深水水下採油樹在43小時的放噴測
試作業期間完成水下採油樹液控閥門開
關、手動閥門開關、井下安全閥開關、
井下壓力計信號參數設置及數據傳輸等
48項指定作業任務，各項性能指標達到
國外同類產品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6月
5日，神舟十四號飛行乘組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啟程飛往中國空間站，從當日進入天和核心艙至
14日已有10天。中國載人航天工程14日發布
《天宮TV》第三季第一話，記錄他們這10天的
工作生活。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
哲三人狀態良好，元氣滿滿地開啟了中國空間站
建造階段的首次任務。

乘組已適應失重狀態
“乘組已順利進入天和一號核心艙，中國太

空家園，現在由我們值守，空間站第三棒，我們
全力開跑！”當神十四乘組進入核心艙後，指令
長陳冬信心滿滿地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核
心艙，很快就會迎來問天和夢天，到時我們將建
成中國人自己的空間站，那是我們的太空家
園”，劉洋說。“我們一定不辱使命，精心操
作，圓滿完成任務，請黨和人民放心”，蔡旭哲
說。“敬禮！”隨着陳冬一聲口令，神舟十四號

乘組三人在空間站鄭重敬禮。
《天宮TV》記錄了神十四乘組在空間站的

第一頓午餐。由於尚在物品整理搬運期，核心艙
的空間比較擁擠，神十四乘組三人聚在一起，打
開餐包，共享美味。短暫用餐後，指令長陳冬似
乎在說笑話，把劉洋逗得哈哈大笑，空間站充滿
歡樂的氣氛。他們已經快速適應了空間站的微重
力狀態，劉洋在工作時隨手就能接住陳冬“飛”
出的飲水袋，看起來配合默契十足。

在第一頓午餐後，三名航天員迅速投入工
作，開始進行在軌環境設置。他們拆開一個個太
空包裹，取出各種物品進行安裝。陳冬打開貨物
包，取出了地面工作人員為他們準備的新衣服。
他們還順利打開了一份專門為神十四乘組進駐空
間站準備的美食盲盒。觀察視頻可以看到，美食
盲盒的包裝十分精美，繫着蝴蝶結，還印有愛心
等可愛的圖案。雖然視頻並未透露“盲盒”中是
什麼美味，但從他們歡樂的表情可以看出，那一
定都是他們喜愛吃的。

依照計劃，神舟十四號乘組在軌駐留期間，
將迎來空間站兩個實驗艙以及天舟五號貨運飛
船、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的來訪對接，並與神舟
十五號飛行乘組進行在軌輪換，於12月返回東風
着陸場。

神舟十四號乘組太空站拆美食盲盒 首
套
國
產
深
水
採
油
樹啟
用

◆神舟十四號乘組在天和核心艙裏展開工作。圖
為午餐後陳冬似乎在講笑話，劉洋在一旁樂不可
支。 網上截圖

◆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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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同
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
助理沙利文
（左一）在
盧森堡舉行
會晤。

新華社

楊潔篪指出，拜登總統多次向習近平主席表示，美方不
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

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
中國發生衝突。中方對此高度重視。但一段時間以來，美
方執意加大對華全方位遏制打壓，這不僅解決不了美國自
身面臨的問題，反而致使中美關係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
極大損害了兩國在雙邊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這一局面不符
合中美雙方和世界各國的利益。

堅決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楊潔篪表示，中美關係處在關鍵十字路口。習近平主

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是中美正
確相處之道，符合中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國際社會
普遍願望，理應成為發展中美關係的根本遵循。中方願同
美方探討實現這一願景的路徑和方法。中方堅決反對以競
爭定義中美關係。美方應端正對華戰略認知，作出正確抉
擇，把拜登總統的“四不一無意”表態轉化為實際行動，
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實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籲美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楊潔篪強調，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中方

立場毫不含糊、堅定不移。中國內政不容他國干涉，任何阻
撓、破壞中國國家統一的行為都必將徹底失敗。台灣問題事
關中美關係政治基礎，處理不好將產生顛覆性影響。這個風
險不僅存在，還會隨着美大搞“以台制華”、台灣當局大搞
“倚美謀獨”而不斷升高。美方不要有任何誤判和幻想，必
須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必須慎重妥
善處理涉台問題。楊潔篪並就涉疆、涉港、涉藏、南海以及
人權、宗教等問題闡明中方嚴正立場。

楊潔篪強調，美方理應與中方良性互動，為亞太地區
繁榮、穩定和發展作出共同努力。雙方還就烏克蘭、朝核
等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2022年6月14日（星期二）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美息魔勢兇
市場對美加速升息憂慮重燃 港股隨外圍回吐

港股ADR未止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紹基）美國近日公布的通脹率又
創40年新高，再掀起市場對美國
經濟衰退的擔憂。高盛認為，如果
美國經濟真的陷入衰退期，投資美
股的每股收益預期將會降至近200
美元，若以14倍市盈率計算，標
普500指數將要降至3,150點，意
味標指將較目前的3,900點要挫兩
成。相反，隨着疫情影響逐漸消
退，外資預計中國未來幾季的經濟
增長會回穩，高盛看好MSCI中國
指數未來12個月反彈20%。

聯儲局本周或加息0.75厘
市場目前最擔心的是，聯儲局

為了遏制通脹，可能不惜讓經濟
“硬着陸”，從而拉垮股市、債
市，以及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
由於美國新的通脹數據意外再升，
高盛首席股票策略師David Kostin
最新預測，聯儲局將在本月及9月
都會加息50個基點，而能源和醫
療保健股，或許能成為投資者的避
風港。巴克萊等一些銀行更預計，
美聯儲本周將大幅加息 75個基
點。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國股票策略
師Michael Wilson認為，考慮到經
濟增長放緩和盈利出現風險的跡象
越來越多，股市的風險可能進一步
上升，標指正向着3,400點的水平邁
進。有見及此，大摩表示會繼續青
睞防守性股份和能源公司，以及運
營效率高的公司。

隨着通脹擔憂加劇，全球多國
正激進加息，並取消財政刺激措
施。但高盛認為，中國的政策相較
於全球有積極及放鬆的勢頭，因此
對中國股票抱“建設性”觀點。

高盛指，中國股市估值偏低，
目前A股市盈率約為11倍，低於
歷史水平約0.5個標準差。從全球
投資環境來看，中國股市估值低於
美國股票約18倍市盈率。高盛認
為與美股相比，A股仍有較大估值
上升空間，看好MSCI中國指數未
來12個月反彈20%。

隨着疫情影響逐漸消退，外資
預計中國未來幾季的經濟增長
應會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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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5月份CPI按年升8.6%，高過市場預期及前值0.3

個百分點，再創逾40年新高，打破了通脹見頂的憧憬，市

場對美加速升息憂慮重燃，上周五美股大跌近900點，13

日道指期貨一開市亦跌600點，港股13日隨外圍回吐，收

報21,067點，跌738點或 3.39%，為連跌第三日，累插

947點或4.3%。晚上美股續急瀉，早段大跌逾800點。港

股ADR亦失守21,000點，早段跌469點，報20,598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股連跌三日港股連跌三日，，累插累插947947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美國通脹超預期，本周三及四美聯儲舉行重磅
議息會議，市場認為此輪加息0.75厘的機會

率更由9%升至29%。大幅加息下，令美國出現滯
脹的機會進一步增加，拖累上周五美股急挫，13
日亞洲時段，道指期貨仍未止跌，歐股中段亦跌
近2%，亞太區主要股市跟隨外圍急跌，韓股創逾
1年半新低，連同日股齊跌逾3%，台股連跌3
日，收市再挫逾2%。

港股 13 日隨外圍急挫，裂口低開 643 點
後，最多跌過812點，低見20,993點。恒指全日
挫738點或3.39%，收報21,067點，險守21,000
點大關，但仍創逾1個月最大跌幅，主板成交
1,594億元（港元，下同）。另外，美國十年期
國債孳息率曾高見逾3.4厘，為2011年4月底以
來最高。息率向上打擊科技股，使該板塊成重
災區。科指大跌4.72%報4,598點，阿里巴巴重
挫8%，美團亦跌6.5%。

美匯續強 新興市場風險增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全球市場策略師趙

耀庭13日表示，美國5月份通脹達8.6%，升幅超
預期，市場預計由現時至2023年初，聯儲局會加
息9至10次，而接下來的3次議息，都應該會加
息50個基點。另外，美債孳息率曲線趨平，可能
預示未來經濟不景，趙耀庭認為，由於市場預期
美國繼續加息及經濟或會惡化，市場情緒將轉
差，投資者會將資金配置於美元，從而推動美匯
上漲，這可能預示近期包括香港在內的新興市
場，無論其貨幣匯率或風險資產價格，都會波動
不定。

對於美國通脹會否繼續向上，市場目前仍眾
說紛紜。趙耀庭稱，美國的耐用品通脹率已從4
月的按年升6.2%，略微下降至5月的按年升6%，
顯示核心CPI（食品及能源除外）的通脹，似乎
已經見頂，但由於商品及服務成本上漲勢頭持
續，使5月整體通脹率依然高於預期，相信問題

仍然困擾市場，並對聯儲局構成壓力。

內地穩增長 對港股有支持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則分析，美

國5月CPI按年上升8.6%，升幅超出市場預期，
令人再次燃起對於通脹以及美聯儲加息縮表的憂
慮。然而，中國內地也公布了5月CPI按年上升
2.1％表現持平，在通脹仍基本受控下，相信穩增
長的適度寬鬆政策有繼續傾向，這將有利內地和
香港股市擺脫美股下跌影響、逐步走出獨立行
情。葉尚志又認為，恒指目前仍守於20,900點的
短期技術支持位之上，總體穩好狀態未受到嚴重
破壞，對後市保持正面，22,500點依然是目前的
預期目標。

鴻昇證券董事張益祖表示，21,000點是恒指
相當重要的支持位，未來兩三天的支持力度很重
要，但他個人認為守得住的機會頗高，後市仍要
視乎美股的波動情況。藍籌股中，只有兩隻公用
股電能及長建抗跌，收市仍錄得輕微進賬。科技
股、金融股及內房股均急挫，但大市成交只有約
1,600億元，顯示市場並未出現大舉沽貨的現象。

資金料湧新能源高息股避險
市場人士指出，黑期預示恒指將於21,100點

水平爭持，目前較為關鍵為內地疫情的發展，因
應北京市及上海市重現本土確診案例，內需股亦
難以避免下跌，資金於市況不穩的情況下較大機
會追入新能源及高息股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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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文化创意在先

“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传统市集以商品交易为主，而新型市集则突
出文化和创意属 性 。 中 国 旅 游 协 会 休 闲 度
假 分 会 秘 书 长 曾 博 伟 对 本 报 记 者 介 绍 ：

“跟普通的集市相比，创意市集个性化比较
足，售卖的产品一般不是工厂流水线制作出
来的，其设计和风格是有创意性的，并且注
重与客人的互动，而宣传渠道更多的是通过
社群、网络、小红书等传播出去。”

如 今 ， 各 种 创 意 市 集 遍 地 开 花 ， 在 小
红 书 上 搜 索 “ 市 集 ”， 有 46 万 + 条 笔 记 。
其中，文旅市集更是热门，已覆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市。

在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呈 贡 吾 悦 广 场 ， 医 、
食、饰、游等老字号商贸一字排开，游人边
品尝地道的云南美食，边了解一家家老字号
发 展 的 历 程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逛 这 样 的 市
集，一边游玩，一边学习传统文化，下次还
要来。”“90 后”小王很喜欢这种有文化内涵
的集市。

像昆明一样，荟萃地域文化特色的市集，
既能“活化”文化，又能拉动消费，在多地频
频出圈。

湖北省武汉市，一场以非遗为主题的创
意市集上，不少游人在一个摊位上与五彩斑
斓的毛线钩编作品合影。原来，毛线钩编
技艺属于江岸区区级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谈到参加市集的目的，摊
主说：“通过参加这个市集，希望更多人了
解、喜欢毛线钩编。”

疫情也没能阻挡北京人逛市集的热情。
“邂逅京西·遇见美好”北京石景山文创市集
线上特别活动在京西古道模式口举办，虽是
线上，仍有近 60 万观众通过直播间，逛古
道、探好店、寻好物、听故事、赏非遗，享
受石景山的文化盛宴。

创意市集不仅产品时尚、有个性，而且主
办方更注重参与者的体验感。每周六早晨，江
西省景德镇市的雕塑瓷厂内，乐天陶社都会
举办一场创意集市。集市上的陶瓷产品大多
是在校学生和自主创业的人制作的。100 多个
摊位上，小到几元的小饰品，大到几十万元的
茶具，必须通过陶社的评比才能摆上摊位。一
位游客逛过陶社市集后赞叹地说：“这个市集
不是一个简单的陈设，反映的是一代年轻人
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不被纸醉金迷的生活所
禁锢，找回自己的精神层面。我强烈推荐年轻
人来这里看看。”

年轻人的盛会

创意市集蓬勃而起，得益于国家倡导的
发展夜间经济和地摊经济，特别是在疫情形
势下，为推动经济复苏，市集受到地方政府
的大力支持。

“创意市集能创造一些消费热点，带动
属地的一些商业，推动文旅产业复苏，这可
能是地方比较重视的一个原因。”东方紫金

（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恒对本报
记者说。以上海为例，2020 年、2021 年两年
中，当地先后开展了 BFC 外滩枫径市集、思
南夜派对、大学路纳凉游园会、国家会展中
心“四叶草”市集等 50 余个特色市集项目。

受到年轻人追捧，是创意市集火热的另
一大原因。近两年受疫情影响，人们远行受
阻，在“就近游”选择中，新潮、有趣的创
意市集成为年轻人展示自我，结交新朋友的
场所。从某种角度讲，创意市集已成为年轻
人的盛会。据 《2020 上海市集发展白皮书》
显示，逛市集的人群年龄集中在 19-35 岁，
年龄结构重合度较高。

海南省海口市的小岛市集就吸引了很多
年轻创业者。来自海口的“90 后 ” 摄 影 师
林 一 沐 每 晚 都 会 在 市 集 上 展 示 自 己 的 作
品，很多市民被她的作品吸引，有的人当
场就下单决定择日拍摄。一位艺术工作室
创始人表示，自己的事业就受益于创意市
集，“我们品牌就是从这样的市集起步的。
创意市集能给我们年轻人和本土的文创品
牌一个宣传、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让我们在
市场上检验自己。”

创意市集提供给年轻人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 。 在 市 集 上 ， 他 们 可 以 遇 见 喜 欢 的 作
品 ， 可 以 直 接和周围的人交流和互动，这
是 在 线 上 购 物 体 会 不 到 的 。 杨 立 恒 认 为 ，
创意市集之所以受年轻人欢迎，首先是有
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符合当下年轻人
的 审 美 和 购 买 需 求 。 而 且 市 集 的 组 织 者 、
参与者大多是一些在文创圈、设计圈、艺
术圈有交集的族群，他们带来的产品，以
及他们身上的文艺属性，也是吸引年轻人
的一个原因；其次，创意市集举办的场所
也 都 是 当 下 年 轻 人 喜 欢 去 的 地 方 ； 第 三 ，
和普通市集比较，创意市集更像是一种社
群的活动，是一种时尚的打卡行为。

助力城市旅游

市集的出现，让许多城市和景区变得更
加热闹起来，逛过市集的游人，特别是年轻
人，通过在社交平台上的反复宣传，让市集
所处的城市和景区成为旅游网红打卡地，带
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据报道，在浙江省杭州市，当地连续两
年举办了“杭州奇妙夜”文旅市集，第一
年，仅 3 天时间，就吸引 11.8 万人次参观，
拉动消费 3008 万元。第二年，上海市文旅
局、南京市文旅局、黄山旅游等也都把特惠
产品送到了杭州奇妙夜；在上海，靠近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 BFC 外滩枫径市集开幕仅 4
天，据 《2020 上海集市发展白皮书》 数据显
示，客流量就达到近 40 万人次，带动 BFC
商场营业额同比增长了 125%，客流量同比
增长了 189%；在北京，以“国潮书市”为
主题的伍德吃托克市集仅在 3 天时间里，引
来超过 1 万人次的客流，并带动了周边美术
馆、咖啡馆、书店的消费；在山东省青岛
市，月亮市集向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展示
了新青岛的文化风貌，成为青岛的城市会客
厅。

“创意市集丰富了旅游体验。”曾博伟
认为，购物本身就是旅游体验一个重要内
容，但过去旅游购物时，大多是导游带着
去购物店，而创意集市不同，对游客，特
别是年轻游客更有吸引力。大家为了去一
个有趣的集市，可能会增加消费，增加停
留时间。创意市集已经构成了旅游目的地
的一个组成部分，提高了目的地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对于旅游业的推动作用很明显。

“走，我们一起去‘赶集’！” 品美
食、制陶器、淘佳品、学技艺……到城市
的公园、商业中心、景区、潮流街区，逛
一逛有趣的创意市集，正成为许多市民在

“家门口”度假的选择之一。

近两年，多地在城市综合体、旅游
区、创意园等目的地举办的创意市集，吸
引了大量客流，拉动了城市消费，拓宽了
休闲渠道，成为城市旅游新热点。

北京“白塔妙会”文创市集上展示的文创产品。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一场“杏运市集”，以“简生活，探索乡村生活美学”
为主题，将传统乡村与当代艺术结合。图为歌手在杏树底下演唱民谣。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创意市集走进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图为大学生展示环保竹编灯罩作
品。 吕 斌摄 （人民图片）

走，我们一起去“赶集”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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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2022 年 JC-
CAA 年會暨獎學金
頒獎典禮將於六月
二十五日星期六下
午3時在zoom上舉
行，敬請各位理事
上線參加並歡迎邀
請各校友會代表及
會員共同參與，感
謝您的支持。

愛心組織將於 7/3 下
午 1 ~ 8 PM 在 PlazA-
mericas East Parking Lot
(美洲商場東停車場）舉辦
今年募款園遊會. 校聯會
為愛心組織 (CARE: Chi-
nese American Relief Ef-
fort) 創始會員之一，每年
我們都積極參與。今年的
園遊會是為了8 月時購買
給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小學學生上學文具
的經費籌款。 JCCAA 幫
忙義賣園遊會的食物券和
愛心券。敬請各位理事及
校友會代表踴躍支持這一
愛心活動幫助弱勢的孩子

們，並請向貴校友會校友
廣為宣傳, 歡迎校友們全
家大小到園遊會享受美食
，觀看精彩表演及國慶煙
火。

食物券及愛心券每張
面額 $10. 若您願意購買,
請與我聯繫或是直接回覆
這個 email 給我. 購買金額
請 直 接 匯 到 校 聯 會 的
Zelle 帳號: eventpay@jc-
caa.org 我會和捐款人聯
絡找時間將食物券和愛心
券交給捐款人並且在統一
彙整收到的捐款金額後一
併交給愛心組織.

CARE 愛心園遊會食物及愛心券義賣
 

            Chinese American Relief Effort 2022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2022 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 
 

Date 日期:       7/3/2022 
 
Time 時間:     1:00 p.m. to 8:00 p.m. (fireworks)  下午一時至下午八時 (煙火) 
 
Place 地點:     PlazAmericas East Parking Lot 美洲商場東停車場 
                75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I-69 corner) 
 
 
Activities 内容: 多樣特色小吃 Delicious Asian special cuisine  

   精彩藝文表演 Exciting cultural performance  
   義賣 Charity sale -DIY, Painting, Toys, Chinese Calligraphy 
  

 

全部義賣所得將用來購買全年學用品贈送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 全校所有學生 
All proceeds will be used to purchase school supplies for students at the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  
 
 

協辦單位 Co-Sponsoring Member Organizations 

  
  

  
Aylus Pearland  Aylus Pearland  曉士頓中國教會 S Main Chinese Church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光鹽社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東北同鄉會 North East Chinese Association 

中華保健中心 Chinese Health Service Center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NTUAA in Houston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niors Asso. of Houston 美華協會 OCA- Greater Houston Chapter 
福遍中國教會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華僑協會 Overseas Chinese Asso. Houston Chapter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 

80/20 促進會 

GFCBW in Southern USA 
Houston 80-20                                      

恒丰银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梨城華人協會 Pear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廣西同鄉會 Houston Guangxi Association 美南银行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林西河堂 Houston Lim's Family Association 金城银行 Golden Bank 
休士頓西北中華學院 Houston Northwest Chinese 

School 
美南山東同鄉會 Shandong Association 

休台姊妹會 Houston Taipei Society 北一女校友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Alumni Association 
中華文化學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糖城台灣同鄉聯誼會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Houston 
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CCAA 南大校友会 Nanjing University Alumni 
东南大学校友会 Southeast University Alumni 美南江苏老乡会 aSouthwestern Jiangsu Association 
北休斯顿华人协会 

                                                        
North Houston Chinese 
Association 

糖城爱心健行队 

爱心巧手群 

               

Sugar Land Walking Group 

    
Other Co-Sponsoring Individual : Nanting Chang, Shao Lean Hu, Shaohong Huang, Tom Ren, Eric Lu, Long Hwong, Yuan Deng, 
Deqing Yang, Bingli Li, Wenjun Tao, Richard Lee, Ying Shi Lai, Jennifer Jiang, Xun Zhao, Alice Hsiao, Julie Lin 
Other Co-Sponsor: China Star, Clutch City Insurance,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如果您願意購買愛心劵或捐款來幫助學生，請聯絡 Suhan Li 832-508-9811。Please contact Isabelle Liu 832-877-0710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by purchasing donation vouchers.   

（珍妮·曼裡克報導）佛羅裡達
州邁阿密 - Estephania Plascencia從
上小學到20多歲時終於尋求說明，一
直與慢性抑鬱症和焦慮症作鬥爭。焦
慮症發作變得如此頻繁，以至於她幾
乎沒有離開她的床。一位朋友說服她
去看心理醫生，她開始學習健康的應
對策略和服藥。

今天，Plascencia是全國精神疾
病 聯盟（NAMI）邁阿密戴德分會的
青年項目協調員，這是一個基於同齡
人的組織，由具有生活經驗的人組成
，為有心理健康狀況的個人及其家庭
成員提供免費教育課程和支援小組。

“NAMI說明我意識到我並不孤
單。他們成為我的支持網路和家庭的
一部分...他們提供了驗證和理解，使
我能夠在其他人的康復過程中與他們
一起工作。

Plascencia 在 NAMI 邁阿密戴德
分會主辦的虛擬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
話，這是為期一個月的運動的一部分
，旨在提高對全國範圍內兒童和青少
年精神疾病增加的認識 - 美國兒科協
會宣佈為國家緊急狀態。她與擁擠的
初中和高中學生禮堂交談，發現分享
她的故事“是對抗與精神疾病相關的
恥辱感的最有力工具”。

大流行後的孩子們很好奇，

Plascencia說。 “當父母不相信他們
並將他們的癥狀誤讀為懶惰或責備他
們缺課或找不到工作時，他們經常會
問如何找到精神說明。

邁阿密傑克遜衛生系統（Jack-
son Health System Miami）的一名
精神科護士艾迪·莫林（Eddy Molin
）說，他認為“父母對孩子追求成功
很強硬，但不承認他們正在經歷危機
。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莫林注意到
焦慮和破壞性行為的兒童的入學人數
有所增加。他認為，大規模槍擊事件
——尤其是學校槍擊事件——讓已經
與世隔絕作鬥爭的孩子們感到不安。
他鼓勵父母“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注意戒斷，個人衛生下降，在床上的
時間更長以及脫離生活等癥狀，即使
他們曾經喜歡的事情，比如玩電子遊
戲。

“當你有一個支持系統在你身邊
時，恢復是可以實現的，”莫林強調
說。 “有時服藥很重要，但有時這可
能也很累人。表達愛意。愛是關鍵。

Joshua Ho以艱難的方式學到了
這個建議。 14年來，他每週工作六
天，在北邁阿密的一所中學擔任學科
院長。他習慣於照顧在家庭或原籍國
面臨 「悲慘事件」 的移民學生。 “我

以為我知道心理健康是什麼，”來自
韓國的移民Ho說，他今天是邁阿密
戴德縣亞裔美國人諮詢委員會的專案
主任。

但他忘記了他的大兒子正在掙扎
的事實。當兒子開始胃痛，頭痛，缺
乏精力和不斷需要睡覺時，何開始生
氣。 “作為一個典型的亞洲父母，我
對兒子的期望非常高......他為什麼不
做他應該做的事情呢？”何俊仁回憶
道。

他把兒子送到一位教會青年牧師
那裡，並與一位針灸師預約，一切都
不起作用。最後，他的兒子與一位輔
導員交談，何俊仁得知自己患有精神
疾病。現年20歲，他的兒子正走上康
復之路。

“沒有關於如何成為正確父母的
書，”何說。 “但大喊大叫和尖叫無
濟於事。對話確實如此。

對於NAMI邁阿密戴德董事會主
席Susan Racher來說，“我們必須從
教育開始 - 知道你有權獲得說明，知
道在哪裡找到健康。這就是NAMI為
期一個月的公共教育活動的靈感來源
，其中包括公共活動，研討會，廣告
，看板。“心理健康情況比其他任何
情況都更常見，但不幸的是，在許多
社區中，護理和心理健康素養難以捉

摸，”她說。
官方數據顯示，六分之一的年輕

人目前被診斷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
，焦慮，行為問題或抑鬱症，但只有
一半在前一年接受過心理健康治療。

人口參考局 KidsData 代理主任
Beth Jarosz指出，2020年美國15至
19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比2007年高出
近60%。她說，更令人擔憂的是，在
佛羅裡達州，2020年10至14歲兒童
的自殺率是2007年的三倍多。相比
之下，加利福尼亞州的利率凍結在
33%左右，紐約的利率幾乎沒有變化

。“儘管白人和亞太島民美國人的青
少年自殺率最高，但黑人青年的自殺
率正在迅速上升，”她說。在過去的
二十年裡，它們翻了一番。

Jarosz說，最容易患精神健康障
礙的群體是土著青年，他們面臨著不
利的童年經歷，如家庭中的自殺或藥
物濫用問題，LGBTQ青年以及無家可
歸或被寄養系統的青年。

從她的康復之路上，Plascencia
瞭解到精神疾病是可以治療的，這是
她想要強調的主要資訊。 “有說明，
你絕對不必獨自承擔。

心理健康危機中的父母和孩子需要知道 - 恢復是可能的

JCCAA 年會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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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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將要求國會
停徵3個月的聯邦汽油稅，因為油價飆升引發
美國人普遍憤怒，而關鍵的期中選舉距今僅幾
個月。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白宮希望在9月前
停徵每加侖18美分的汽油稅，並呼籲同樣徵稅
的美國各州也這樣做，以給予因俄羅斯總統蒲
亭入侵烏克蘭造成油價上漲而受到打擊的美國
消費者直接濟助。

這名官員說，自從蒲亭今年稍早開始在烏
克蘭邊境增兵以來，每加侖油價已上漲近2美
元。

聯邦汽油和柴油稅協助為公路信託基金
（Highway Trust Fund）提供資金，這項基金

用於維護道路和支持公共運輸，但拜登將呼籲
國會確保該基金不會因收入受損而受到影響。

官員說： 「由於今年我們的赤字已經下降
歷史性的1兆6000億美元，總統相信我們可以
暫停徵收聯邦汽油稅來幫助消費者，同時利用
其他收入使公路信託基金能承擔約100億美元
的支出。」

蒲亭在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後，造成美國
和全球油價飆升，加劇原已上揚的通貨膨脹，
拜登已經採取措施舒緩油價走高的痛苦。

但由於全國平均汽油價格接近每加侖5美
元，拜登政府迫切希望在11月期中選舉前減輕
消費者對油價上漲感到的痛苦，因為這可能會
導致民主黨失去對國會的控制。

油價飆漲 拜登將要求國會停徵3個月聯邦汽油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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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
adopted a party platform last week
that rejects the results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lls
homosexuality an abnormal
lifestyle choice and rebukes
senators who recently negotiated a
gun agreement.

In the 40 pages and 270
resolutions of their party platform,
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 stated
that they believe the election of Joe
Biden as the 4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iolated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at there was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election
fraud in key metropolitan areas.

Despit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Texas GOP still believes and
still holds that acting President Joe
Biden was not legitimate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s
resolution which once again
reflects the claim that the two majo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tinuing to split.

The hearing on the attack on the
Capitol on January 6 of last year
now being held on Capitol Hill has
shown how former President
Trump manipulated the uprising to
overthrow the election results. This
is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warn voters to

not vote for Republicans again.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most
Texans have voted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due to the
abundance of oil and gas which
has become a major economic
resource in Texas. Unfortunately,
after Biden took office, he did not
hesitate to quickly cut down the
transitional oi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change to green energy, thus
cutting off the financial path of
many Texans.

With the future election coming
soon, th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parties will inevitably
have two very different views of our
national agenda. For our ordinary
people, to have a safe job and
decent liv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political matters. 0606//2121//20222022

Texas Republicans ApproveTexas Republicans Approve
A Far-Right PlatformA Far-Right Platform

剛結束的德州共和黨大會在其
四十頁二百七十决議案中，再次否
定第四十六任美國總統拜登之合法
性，認為他的當選是違反了憲法，
而且在許多大城市中有投票舞弊之
嚴重情況。

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他們還是
認為拜登不是由全民選出之合法總
統，他們並極力反對同性戀並重申
個人擁槍是憲法賦予人民之基本權
利。

我們對於徳州共和黨之決議案
，感到十分憂心，也再次反映出美
國兩大政黨之主張正在繼續分裂。

目前正在國會舉辦之元月六日
攻佔國會大廈之聽證會，正告全世

界前川普總統如何操縱那㘯推翻政
府之暴動，這也是民主黨趁機告誡
選民不可再投給共和黨，也算是政
治攻防之一部份。

美國德州有史以來多數都在共
和黨撐控之下，近年來由于盛產石
油天然氣，主導了全美能源生產之
絕大部分，可惜拜登上任之後，為
了發展綠色能源不惜大砍傳統石油
之生產，因而斷了許多德州人之財
路。

如今液岩油及石油在德州開始
大量出產，目前油價之飈升，我們
真不瞭解拜登總统為何不在自家後
院挖油，要跑到沙烏地向別人乞求
。

隨著中期選舉之到來，民主共
和兩黨必然會推出最佳政見去獲取
選票，對於一般的平民百姓，吃得

飽、有工作，是最重要的基本要求
了。

德州共和黨大會唱反調德州共和黨大會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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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公共安全部針對該州烏瓦爾德市羅伯小學所發生的不幸槍擊命案在州府奧斯汀眾
議院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做了五個小時之久的說明, 公安部主任史蒂夫•麥克勞 (Steve
McCraw)使用地圖和圖表非常詳盡的展示了當日槍擊事件的來龍去脈,時間流程與地圖位置
鉅細靡遺靡, 我們要高度肯定與讚揚麥克勞求真務實的敬業精神與態度, 因為有他的這種認
真作為, 足以告慰那些冤死於學校教室裡的師生矣。

這一次的羅伯小學槍擊命案因為槍手使用了威力強大的 AR-15 式半自動步槍闖入校園
教室, 開槍屠殺了19位幼童生與兩位教師, 是美國近十年來死傷最慘重的學校命案。根據史
蒂夫•麥克勞的證詞, 在槍手進入校園三分鐘後,烏瓦爾德市三名手持步槍的警察就已經被迅
速的通知趕到了現場,警方當時根本是有足夠的警力和火力將槍手制止攔下的，而且在通往
兇手藏身的教室也沒有上鎖, 然而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警方在對峙期間試圖打開教室的門，
卻搪塞說他們在等鑰匙, 並說他們身上還沒有盾牌, 不能率然進入。麥克勞說，在該名兇手
進入教室八分鐘之後，一名警官報告說，警察其實是有一個重型撬棍，他們可以用它來破
壞教室進去營救師生們的, 而且在 槍手進入教室後不到 20 分鐘時，第一道盾牌就已運送到
了現場,但員警們卻依然沒有作為。

針對烏瓦爾德學區警察局長皮特•阿雷東多（Pete Arredondo）推卸責任表示，他不
是現場實際指揮的負責人, 他不能調動警力, 麥克勞相當不以為然, 他疾聲斥責道:” 阿雷東
多是唯一阻止敬業員警進入教室的現場指揮官，是他決定將員警的生命置於兒童的生命之
前, 阿雷東多做出了非常可怕又錯誤的決定，警方的反應讓我們的警察職業倒退了十年。”

很顯然的這一次命案的發生, 烏瓦爾德學區警察局長皮特•阿雷東多絕對要負起最大的
責任, 但是迄今為止他依然不願意出面做解釋與道歉,只是一昧的規避和閃躲責任, 企圖以大
化小, 以小化無, 然後無疾而終, 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竟沒有接受到任何的懲處, 難道這件
悲劇就如此了結了嗎! 司法部也曾經對外宣示將進行調查, 現在的進展又如何呢? 相關單位
應該儘速的向社會大眾做一個合理的解釋和交代的, 不是嗎 !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告訴路透社，如果俄
羅斯切斷其區域性電網，以報復立陶宛阻止
部分俄國商品透過鐵路運到飛地加里寧格勒
，立陶宛將會做好準備，但預期不會發生軍
事對抗。

立陶宛依據歐盟針對俄國的制裁，禁止
往返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與俄國的貨
物列車經過立陶宛領土。克里姆林宮昨天警
告立陶宛，將對此禁令做出回應，讓這個波

羅的海國家的公民感受到痛苦。
由於俄國入侵烏克蘭，莫斯科與西方之

間的關係處於半個世紀以來最低點。
加里寧格勒濱臨波羅的海，夾在兩個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員國立陶宛與
波蘭之間，和俄國沒有陸地接壤，要取道立
陶宛才能接收俄方的供給。

立陶宛17日關閉從俄國內陸運送鋼鐵
和其他黑色金屬的鐵路路線，並表示是根據

當天生效的歐盟制裁而採取行動。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Gitanas

Nauseda）今天接受採訪時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應對俄國不友好
的行動，例如切斷BRELL（電網
）系統或其他系統的連接。」

在脫離蘇聯30年及加入歐盟
17年後，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仍然依賴俄國
穩定的電力供應。

然而為了保險起見，立陶宛去
年在與波蘭的電網連接上安裝設備
，以快速連接到歐洲大陸電網，以
防俄國切斷電力供應並可能導致停
電。

俄羅斯若斷電報復 立陶宛總統：已做好準備

阿富汗官員今天表示，境內東部的偏遠邊境地
區在一夜之間遭規模6.1強震侵襲，至少有1000人
死亡、數百人受傷，隨著救難人員在倒塌民房中拼
命挖掘，預計傷亡人數將持續增加。

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指出，這起強震發
生於巴基斯坦邊界附近，震央在距離阿富汗東南部
城市柯斯特（Khost）約44公里處。

災情嚴重的巴克迪卡省（Paktika）資訊和文化
部門負責人胡紮法（Mohammad Amin Huzaifa）
表示： 「民眾正一個接一個地挖著墳墓。」 他還說
，光是巴克迪卡省就有至少1000人喪命。

他告訴記者： 「當地還在下雨，所有房屋都震
毀。民眾仍被困在瓦礫堆之下。」

隨著難以到達的偏遠山區傳來傷亡消息，死亡
人數一整天來不斷增加，阿富汗最高領袖艾昆薩達
（Hibatullah Akhundzada）已經警告說，強震造成
的死亡人數可能會進一步攀升。

稍早，巴克迪卡省一位部落首領指出，倖存者
和救難人員正忙著幫助那些受影響的災民。

曼佐（Yaqub Manzor）透過電話告訴法新社
： 「當地市場已經關閉，所有人都已趕往受災地區
。」

貼在社群媒體上的照片和影片顯示，這些偏遠
鄉村地區有許多嚴重受損的泥屋。

部分畫面顯示，當地民眾將災民送上軍用直升
機。

阿富汗東部強震至少1000人喪命 聯合國出手援助

食品價格飆漲將英國5月的消費者物價通膨年率推升至
9.1%，創40年來新高，居七大工業國集團（Group of Seven）
國家之首，突顯生活費用緊縮的嚴重性。

這項數字高於4月通膨年率9.0%，符合路透社對經濟學家
的調查結果。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歷史紀錄顯示，今年5月
的通膨率是自1982年3月以來最高，而且可能會每況愈下。

英國國家統計局說： 「相較於一年前的下滑，食品和非酒精
飲料價格上漲，是導致整體通膨的最大因素。」

英國國家統計局還指出，5月消費者物價的月增幅為0.7%
。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Rishi Sunak）今天表示，政府正盡
其所能應對物價飆漲，因為數據顯示英國5月消費者物價的年增

幅達到9.1%。
蘇納克說： 「我們正在使用我們能動用的所有工具，來降低

通膨並對抗物價上漲。我們能透過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增加通膨
壓力的負責任財政政策，以及提高我們的長期生產力和成長，來
建立起更強大的經濟。」

英國5月通膨年率9.1％ 創40年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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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90億年生長最快黑洞現身
質量為太陽的30億倍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人員領導的壹個國際團隊發現了

過去90億年來生長最快的黑洞。最新研究已發表在論文預印本網站arX-

iv上，並提交給澳大利亞天文學會會刊。

這個黑洞每秒消耗相當於壹個地球的能量，其亮度是銀河系所有光線亮度

加起來的7000倍，這使科學家比較容易借助望遠鏡觀測到它。首席研究員克裏

斯托弗·昂肯博士及其同事將其描述為“在大海中撈出意想不到的大針”。

昂肯說：“50多年來，天文學家壹直在尋找這洋的天體。人們已經發現

了數千顆較暗的天體，但這顆亮度驚人的天體卻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

這個黑洞的質量為太陽質量的30億倍，其他類似規模的黑洞在數十

億年前就停止了如此快速的增長。昂肯說：“現在我們想知道為什麼這

個黑洞與眾不同，是否發生了災難性的事情？也許兩個大星系相互碰撞

，將大量物質註入黑洞以餵養它。”

論文合著者克裏斯蒂安· 沃爾夫副教授表示：“這個黑洞非常獨特，我

們可能找不到另壹個這洋的黑洞。這個黑洞比銀河系中央的超大質量黑

洞大500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星圖家”（SkyMapper）望遠鏡觀測

到了這顆黑洞。“星圖家”望遠鏡致力於尋找最古老的恒星和星系，並且已

經有了很多收獲。

贊比亞種植成本上漲
當地量食安全受到影響響

綜合報導 據統計，自俄烏沖突爆發

以來，全球20多個國家已出臺量食出口限

制措施，各國還積極尋找替代資源以求“自

保”。壹些嚴重依賴俄烏量食進口的欠發達

國家，主要是非洲、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國家

，不僅被迫承受高企的量價，甚至面臨“斷

量”風險。在贊比亞，當地農業種植成本

出現了明顯的上漲，專家認為，這將給贊

比亞的量食安全帶來不利影響。

由於國際市場的化肥價格上漲以及運

輸成本增加等因素，贊比亞當地化肥價格

也水漲船高，壹包50公斤復合肥料的價格

幾乎翻了壹倍。

奇瓦拉· 恩卡比洛 贊比亞農護：化肥

價格已大幅上漲，我們不知道將如何來控

制農產品的價格。生產成本增加了，增加

的部分最終將分攤到消費者身上。

此外，由於燃油價格上漲，當地農業

機械化的生產成本也隨之增加，這意味著

贊比亞的農護需要投入更

多的錢。

由於總體種植的成本

上升，有的農護已轉投其

他行業，而更令人擔憂的

是，這還將危及贊比亞的量食安全。

贊比亞農業專家 查爾斯· 祖魯：量食

安全將受到影響，因為農護的利閏將逐漸

消失殆盡，所以他們不得不另尋出路，而

不是使用那些昂貴的肥料來繼續農業耕種

，農護將撂下他們的手套(停止從事農業耕

種)，最後我們將不得不依賴量食進口。

為了解抉當前的困境，贊比亞農業專

家查爾斯· 祖魯也出謀劃策，幫助農護降

低對化肥的依賴。壹是多利用牲畜的糞便

以及植物根莖葉等來制作有機肥料。其次

是改變量食種植結構。因為贊比亞當地人

的主食“西瑪”是由玉米面制成，而種植

玉米對化肥的用量較大，所以他也建議農

護們多種植大豆，木薯等，以替代人們對玉

米的需求，也可以降低化肥用量的需求。

查爾斯· 祖魯 贊比亞農業專家：我們

已經在鼓勵農護種植其他經濟作物，而不

只是集中種植對化肥需求量較大的玉米，

我們也在嘗試改變農護依賴合成肥料的觀

念，鼓勵他們尋找其他替代方式，我們當

前采取的壹個措施就是(在農業種植中)引

入有機肥料的使用。

不過，查爾斯· 祖魯也表示，現在只

有壹部分農民掌握了自行制作有機肥料

的技術，如何更廣泛地推廣這個技術，並

保證產量還需要進壹步的實踐。而改變傳

統的量食種植結構，也不是短期就能實現

的。

歐洲四國領導人向澤連斯基承諾：
支持基輔成為“最終”加入歐盟的候選國

綜合報導 歐洲四國領導人冒著戰火

前往基輔會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他

們誓言支持基輔成為“最終”加入歐盟的

候選國，並提供更多武器抵禦俄邏斯。

據美聯社報道，法國總統埃馬克龍

承諾向烏克蘭提供6門車載火炮，這是

西方國家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戰

爭中做出的最新武器承諾。

馬克龍在與澤連斯基等人壹起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法國、德國、意大利和

邏馬尼亞正在盡壹切努力讓烏克蘭獨自抉

定自己的命運。德國總理朔爾茨說:“我和

我的同事今天來到基輔，帶著壹個明確的

信息:烏克蘭屬於歐洲大家庭。”

由於烏克蘭擔心西方的支持抉心會

減弱，這次訪問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

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都因繼續與俄邏斯

總統普京接觸，並且沒有向基輔提供它

所需要的武器而受到批評。

朔爾茨站在馬克龍身邊，馬克龍為

早些時候激怒烏克蘭人、不能羞辱俄邏

斯總統普京的言論進行了辯護，他嚴肅

地指出，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第二

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

“今天我們與朔爾茨總理並肩作戰

。壹百年前，我們處於戰爭中，盟軍幫

助法國獲勝。法國犯了壹個歷史性的錯

誤，它失去了和平，因為它想羞辱德國

。我總是把羞辱的問題放在未來的背景

下，而不是當前的背景下。”

馬克龍說:“今天，這場戰爭必須贏

得勝利，法國顯然支持烏克蘭，讓它獲

勝。”“德國和法國壹洋，永遠不會出

現代表烏克蘭與俄邏斯談判的情況。而

且，我們從來沒有這洋做過。”

澤連斯基在晚間的視頻講話中說，

對他來說，重要的是聽到歐洲領導人同

意烏克蘭應該按照自己的想法結束戰爭

，實現和平。他說，烏克蘭人將繼續為

他們所有的土地而戰。

烏克蘭人和他們的壹些歐洲鄰國壹

直擔心，西方大國可能會為了和平而迫

使烏克蘭在領土問題上讓步。

朔爾茨重申，沒有對烏克蘭人發號

施令的意圖，只有他們能夠抉定達成什

麼洋的和平協議，而不幸的是，我們距

離和平協議還很遙遠。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對戰爭導致黑海

港口數百萬噸量食積壓表示擔憂，稱這

可能帶來全球災難。意大利壹直是非洲

移民的首選目的地，由於南半球的大規

模饑荒，意大利可能會不堪重負。

“我們希望暴行停止，我們希望和平，”

德拉吉說。“但烏克蘭必須捍衛自己，只有

烏克蘭才能選擇自己想要的和平。”

這些領導人還訪問了基輔郊區的Ir-

pin，那裏發生了激烈的戰鬥，許多平民

被殺。他們譴責那裏的破壞，馬克龍說

他看到了“戰爭罪行”的跡象。

盡管這些令人震驚的破壞景象得到了

西方國家的支持，但烏克蘭官員表示，他

們擔心戰爭疲勞最終會削弱這壹優勢，特

別是在物價上漲和即將舉行的美國大選日

益成為公眾關註的焦點的情況下。

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已經向烏克蘭提

供了數十億美元的武器，德國和美國最

近宣布了新的武器運輸。這些武器在阻

止俄邏斯占領首都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但基輔方面表示，還需要更多武器。

澤連斯基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俄邏

斯只是在尋找新的方式來恐嚇歐洲，奪

取我們越來越多的土地。”“俄邏斯在

這場戰爭中的目標是打破烏克蘭，並借

此打破整個歐洲。”

歐洲四國領導人在基輔的同時，北

約各國國防部長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

加強北約東部邊界的計劃，以阻止俄邏

斯計劃進壹步侵略。

烏克蘭的許多人希望這次訪問能夠

為新的重要武器供應打開道路。與此同

時，歐盟領導人正準備下周就烏克蘭申

請成為歐盟成員國做出抉定。

這場戰爭加大了歐盟各國政府加快

烏克蘭成為候選國的壓力。周四，歐盟

承諾支持烏克蘭和鄰國摩爾多瓦成為候

選者，這使得整個27國聯盟更接近於這

洋做。但這壹過程預計仍需數年時間，

歐盟成員國在以多快的速度全面接納新

成員國的問題上仍存在分歧。

歐洲盟友向烏克蘭提供了越來越強

大的武器，並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團結，

批準了對俄邏斯的壹系列前所未有的制

裁，這些制裁也嚴重擠壓了歐洲經濟。

烏克蘭人說，俄邏斯在頓巴斯地區

發動攻勢，緩慢但穩步地在人數和武器

上都處於劣勢的烏克蘭軍隊的基礎上取

得進展，因此需要采取更多行動。

在新聞發布會後，澤連斯基在巴黎

、阿姆斯特丹、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的科

技展上以3D形象亮相，他的形象出現在

壹個大屏幕上。他身穿壹件印有未來主

義戰士的t恤，上面寫著“來到黑暗面”

和“統治或死亡”。他敦促各國支持他

所謂的“數字租賃”，讓烏克蘭通過

“全球數字革命”從戰爭中恢復過來。

代表歐盟三個最大經濟體的馬克龍、朔

爾茨和德拉吉壹起乘坐壹輛夜間專列前往

基輔。他們因為沒有早點去烏克蘭而受到

批評。他們到達後不久，空襲警報響起。

俄邏斯前總統、現任國家安全委

員會副主席德米特裏 梅德韋傑夫稱

歐洲領導人是“青蛙、肝臟和意大利面

的鑒賞家”，並表示他們的訪問沒有帶

來任何好處。

他在推特上寫道:“他們再次承諾烏克

蘭成為歐盟成員國，使用老式榴彈炮，喝

下壹些伏特加，然後像100年前壹洋，坐火

車回家。”“這很好。只是這並不能讓烏

克蘭更接近和平。時時鐘在滴答作響。”

邏馬尼亞與烏克蘭接壤，壹直是烏

克蘭難民的重要目的地，該國總統克勞

斯· 約翰尼斯乘坐另壹列火車抵達基輔。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邏馬尼亞正在為

烏克蘭出口的貨物提供運輸便利，包括

谷物。

其他壹些歐洲領導人此前已經前

往烏克蘭，以顯示他們對烏克蘭的團

結，盡管當時戰火比現在更接近烏克蘭

首都。

朔爾茨長期以來壹直拒絕前往基輔

，他說他不想加入那些為了拍照而快速

進出的隊伍，並補充說，旅行應該專註

於“具體的事情”。

頓巴斯地區頓涅茨克地區的居民塔

瑪拉· 馬爾科說：“馬克龍和朔爾茨到目

前為止對烏克蘭人非常冷淡，希望他們

的訪問能帶來改變。我們非常希望和平

，並對馬克龍和朔爾茨寄予厚望。我們

希望他們看到並理解我們的痛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全球增設11個生物圈保護區

綜合報導 新增設的11個生物圈保護區分別為：澳大利亞的陽光海岸生

物圈保護區、喀麥隆的頓巴雷生物圈保護區、乍得的塞納歐拉生物圈保護區

、格魯吉亞的代多普利斯茨卡邏生物圈保護區和阿拉紮尼三河生物圈保護區

、哈薩克斯坦的布拉拜生物圈保護區和馬卡科爾生物圈保護區、蒙古的庫蘇

古爾湖生物圈保護區、沙特阿拉伯的歐韋裏德熔巖區生物圈保護區、贊比亞

的卡福埃平原生物圈保護區、津巴布韋的奇馬尼馬尼生物圈保護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阿祖萊表示，半個世紀以來，教科文組織

通過其“人與生物圈”計劃，力求協調人類活動與生物多洋性的保護和

可持續利用。她表示很高興今年又有3個會員國加入這個強大而有效的

網酪。這些新成員的加入使得教科文組織生物圈保護區網酪在全世界的

保護區域面積達到130萬平方公裏。

據介紹，這些新增的生物圈保護區由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的管理

機構——國際協調理事會——抉定。理事會成員為教科文組織會員國選舉的

34個代表國家，第34屆理事會議於6月13日至17日在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

教科文組織是聯合國科學機構，生物圈保護區是其使命的壹大支柱。它們

是教科文組織相關研究和提高公眾認知工作的重心之壹，這些工作旨在促進創

新性可持續發展實踐，以及支持社區和會員國理解、重視和保護生活環境。

NASA公布“星際客機”
首次載人試飛任務乘組名單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發布消

息表示，乘坐美國波音公司制造的“星際客機”

(Starliner)飛船前往國際空間站的試飛乘組名單已確

定。這是“星際客機”的首次載人試飛任務。

報道稱，巴裏· 威爾莫爾將擔任乘組指令長，

蘇尼· 威廉姆斯將擔任飛行員。他們將在國際空間

站生活和工作約兩周。

當地時間5月25日，“星際客機”在空間站停

留了約壹周後返回地球並成功著六。報道稱，這為

“星際客機”的關鍵性試飛畫上句號，展示了其發

射到太空、與空間站對接並最終安全返回的能力。

據俄邏斯衛星通訊社報道，自2014年起，美國

波音公司壹直按照與美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合同建造

“星際客船”載人飛船。因技術原因，該項目多次

推遲。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與波音公司同時獲得合同，並且已為

NASA實施了多次飛往國際空間站的定期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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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聯邦眾議院 「1月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
別委員會」 21日舉辦第4場聽證會，包括亞利桑
那州眾議院議長鮑爾斯（Russell Bowers）在內
的共和黨人都親自出席作證，揭露前總統川普敗
選後如何向州政府官員施壓、不擇手段要求推翻
選舉結果。鮑爾斯的證詞尤為矚目，除了打臉川
普及其團隊，他並敘述自己和家人如何遭受川粉
的騷擾與恫嚇。

聽證會開始前約一小時，川普發表聲明，稱
他在2020年11月與鮑爾斯的一通電話中，鮑爾
斯 「告訴我，選舉有舞弊，是我拿下亞利桑那州
」 。對此，鮑爾斯在聽證會中嚴正反駁，他告訴
委員會： 「我確實有與總統（川普）談過，但對
話內容絕對不是那樣。」 他一字一句強調： 「任
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指稱我說選舉受到操
控，都不是真的。」

鮑爾斯還指出，亞利桑那州州長杜席
（Doug Ducey）認證總統拜登獲勝不久後，川
普陣營向鮑爾斯在內的議員表示，他們握有非法
移民、已過世民眾在亞利桑那州投票的證據，要
求州議會針對欺詐投票舉行公聽會。鮑爾斯回憶
，他當時問川普律師艾里斯（Jenna Ellis）是否
能提供那些非法或已歿選民的姓名，艾里斯說可
以，最後卻什麼都拿不出來；同為川普律師的前
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則說：
「我們有相當多的理論，只是沒有證據罷了。」

鮑爾斯表示，既然欠缺證據，州議會就沒有
理由舉行聽證；當朱利安尼再進一步要求他研究
是否可能將投票給拜登的選民除籍，鮑爾斯直言
： 「聽著，我向美國憲法宣誓我將捍衛它，你這
是要我去做違背我誓言的事，我是不會那樣做的
。」

不僅如此，一直到國會暴動當日上午，也就
是在當時身兼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彭斯即將主持

國會聯席會議、認證拜登勝選前，親川普的眾議
員畢格斯（Andy Biggs）還致電要求鮑爾斯簽署
一封支持撤銷亞利桑那州選民資格的信。

另外，聽證會當日也播放了喬治亞州州務卿
辦公室主管史特林（Gabriel Sterling）在2020
年12月1日召開的記者會片段，他當時公開呼
籲川普停止煽動或縱容其盟友或支持者的潛在暴
行或恐嚇。《華盛頓郵報》稱史特林顯然有先見
之明，卻仍未能阻止多名不願與川普合作的共和
黨人遭受騷擾與威脅。

密西根州參議會多數黨共和黨領袖謝基
（Mike Shirkey）表示，在川普公開他的電話號
碼後，他在短時間內收到逾4000封簡訊，要求
他採取行動。謝基說，那些發訊息的人 「顯然堅
信不實消息」 。

委員會引述賓州眾議院議長柯特勒（Bryan
Cutler）說法，指柯特勒每天都會接到川普陣營
的電話，即使他委請律師制止後，朱利安尼仍持
續來電。而在柯特勒住家遭川普支持者包圍抗議
之時，他年僅15的兒子獨自在家。

鮑爾斯表示，他的辦公室收到了2萬封電子
郵件和數萬通語音訊息，他住家所在的街區長期
被川普支持者的大篷車佔領，每天有人拿著擴音
器對他和鄰居叫囂。他的女兒當時已病在膏肓，
去年1月6日幾周後不幸離世。提及這段過往時
，鮑爾斯嘴角顫抖、眼眶泛淚，他說這一切都
「令人煩憂」 。

委員會最後邀請鮑爾斯朗讀他寫在2020年
12月的一篇日記納入證詞，他緩緩說道： 「也
許在一些人眼中，我沒有按照他們的觀點或信仰
行事，但我不會以輕鬆、恐懼或報復的態度看待
當前的狀況。我不想藉由作弊成為贏家。我不會
玩弄我宣誓效忠的法律。」

美國會攻擊案第4場聽證會 共和黨人揭川普陰謀

華府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 新書內文警告
，拜登政府在與中國可能發生武裝衝突所做的準
備恐怕是完全錯誤的，說對北京的戰爭可能會比
官員們意識到的要長久得多。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
stitute）在最新出版的 「保衛台灣」 （Defend-
ing Taiwan，暫譯）一書中，資深研究員白蘭斯
（Hal Brands）和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
名為 「為長期戰爭做準備：美中在西太平洋之戰
不會速戰速決的理由」 （Getting Ready for a
Long War: Why a US-China Fight in the West-
ern Pacific Won't End Quickly，暫譯）文章中
寫道， 「華府可能正在為錯誤的戰爭類型做準備
」 。兩人說： 「五角大廈及許多國防規劃者似乎
聚焦於在台灣海峽打贏一場時間短暫、規模局部
的衝突。這意味著挺過飛彈突襲，削弱中國入侵
，從而迫使北京當局讓步。」

他們也主張，中國也犯下同樣錯誤，他們的
領導階層 「似在設想以迅速、癱瘓的打擊瓦解台
灣抵抗力，再將既成事實呈現給美國」 。

他們寫道： 「雙方都偏好在西太平洋打一場
小規模戰爭，但這不是他們會得到的那種戰爭。
」

白蘭斯和貝克利主張，相反地，美中針對台

灣的戰爭 「時間可能會長久，而非短暫；規模可
能是區域性而非局部性的；且開始遠比結束要容
易得多」 。

他們之所以認定會發生持久戰，是因為無論
哪方戰敗損失都太大，也都有堅持下去的能耐。

他們寫道， 「如果美國成功擊退中國犯台行
動，北京不會輕易放棄」 ，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明確指出， 「台灣問題」 必須在他這一代人
中得到解決，且 「統一」 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 的必然要求。因此，如果習近平承認失敗，代
價可能就是喪失權力， 「或許連性命都不保」 。

美國方面，白蘭斯和貝克利列舉白宮會繼續
戰下去的三大原因：一是對勢力平衡的影響；二
是一場有可能以對美發動 「珍珠港式」 飛彈攻擊
方式展開的戰爭，讓惱火的美國百姓和領導階層
更難接受快速戰敗的結果；三是在未傷及中國就
認敗，將重創美國國際聲譽。

白蘭斯和貝克利指出，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是恢復戰前狀態，也就是中國停止攻擊台灣，以
換取台灣不宣布、美方也不支持台灣正式獨立的
承諾」 。

如此一來， 「美國援救了一個充滿活力、有
著戰略地位的民主政體。（美中）雙方既保留了
臉面，又能看到明日的曙光。」

美智庫：拜登大錯特錯 為台海衝突準備方向不對

美國德州尤瓦爾迪鎮的洛伯小學（Robb Elementary）上月發生槍擊案，造成21人喪命。鎮
長麥勞夫林（Don McLaughlin）今天說，將拆除這所小學。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報導，麥勞夫林今天在市政會議上說，他與尤
瓦爾迪（Uvalde）合併獨立學區（Uvalde Consolidate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監督人哈
洛（Hal Harrell）談過，就他所 「理解」 ，洛伯小學會被拆除。

路透社提到，麥勞夫林並未說明何時開始拆除學校，但他說： 「我們永遠沒辦法要求學童或
教師再回到那所學校。」

5月24日發生的槍擊案造成19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在校內身亡，槍手也已喪命。
這所學校有近600名2年級、3年級和4年級學生。尤瓦爾迪鎮位於聖安東尼奧市（San An-

tonio）西方約137公里處，距離墨西哥國界僅有120公里遠，鎮上約有1萬6000名居民。

德州小學槍擊案奪走21名師生性命 校園將拆除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當地時間
21日開始落實《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UFLPA），禁止中國新疆商品進口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正號召盟友打擊中國新
疆地區強迫勞動。但專家認為此法難以落實，
並將助長美國通膨。

UFLPA去年12月在國會兩黨支持下通過
，由總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該法焦點在於其
「可反駁推定」 （rebuttable presumption）機
制，也就是美方預設所有產自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的商品都都涉及強迫勞動，不得輸入美國，
除非進口商能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
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海關與邊
境保護局明言，取得豁免所需的事證門檻 「極
高」 。

布林肯21日透過聲明表示，UFLPA去年
在國會兩黨獲得壓倒性通過，突顯美方致力於
打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強迫勞動。聲明指出：
「我們正號召盟友和合作夥伴，確保全球供應
鏈不再使用強迫勞動、公開譴責新疆暴行，並
與我們一起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對少數民族
的迫害與人權侵犯。我們將持續和跨部門夥伴
與企業合作，提醒他們美國的法律義務。」

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13日就已發表一份給

進口商的遵循指南，提供所有商品的適用條件
，並針對太陽能板、棉花、番茄、多晶矽等有
特別的規範。

美國之音報導，專家警告，對絕大多數美
國企業來說，要落實這項法律恐怕很難，除了
生產供應鏈複雜，中國顯然缺乏可靠的第三方
來證明產自新疆的商品未涉及強迫勞動，最終
將迫使這些企業完全放棄該地的供應商。皮特
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
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漢崔克斯
（Cullen Hendrix）認為，UFLPA除了用以杜
絕強迫勞動，更多是為了懲罰和羞辱。

美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艾倫（Craig Allen）也
說，UFLPA讓許多企業無所適從， 「它帶來顯
著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擾亂已過嚴重緊繃的供
應鏈，並將使通脹惡化。」 路透社報導，前海
關與邊境保護局專員、現任供應鏈技術執行主
席柏辛（Alan Bersin）表示，海關與邊境保護
局可能需要至少兩年來落實執法，任務難度恐
比911恐攻事件後追查恐怖組織的資金還要高
。他說： 「全美企業的高級主管幾乎陷入恐慌
，因為除了直接供應商外，大型企業真的無法
對供應鏈有全面了解。」

美 「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 生效 專家憂助長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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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勿有任何誤判幻想
必須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晤沙利文 強調台灣問題處理不好將對中美關係產生顛覆性影響

楊
潔
篪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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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

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盧森堡舉行會晤。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

誠、深入、建設性的溝通和交流，同意以落實好

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為主線，加強接觸對

話、減少誤解誤判、妥善管控分歧。雙方均認為

保持溝通渠道順暢是必要和有益的。

繼中美防長會談後，
楊潔篪與沙利文盧森堡會
晤上，中方再一次就台灣
問題發出明確信號。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警告，若美國在發展與台灣實質性關
係問題上再往前走，必將會引起中方更加激
烈的反制措施。他提醒，中美一定要認清對
方的底線，不要把關係搞到不可控制的程
度，否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王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
析，從目前情況看，中美之間形勢越來越緊
張，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一再挑釁一
個中國原則的底線，採取一系列舉動不斷升
級與台灣實質性關係。這位專家認為，中美
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甚至有可能會爆發
類似於1995-1996年那樣大規模的台海危機。

王勇認為，中國之所以敢於畫出紅線，
背後是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與綜合國
力。“中國的實力已經不是十年前、二十年
前的水平。”他說，1995年美國單方面背信

棄義，准許李登輝“訪美”，當年中國都敢
於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進行反制，如今的中
國的“工具箱”裏應該有更多的反制手段。
這位專家認為，若美國在發展與台灣實質性
關係問題上再往前走，必將會引起中方更加
激烈的反制措施。

美方表露對華加強溝通意願
儘管中美之間的形勢越來越緊張，但王

勇同時指出，中美高層間的接觸也在加快，
由此也可見中美雙方都有意願管控當前的分
歧。他提醒，中美要認清對方的底線，不要
把關係搞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否則對雙方都
沒有好處。他認為，美國方面亦展示出較強
烈的要與中國加強溝通、改善關係的意願。

王勇認為，隨着亞太地區與俄烏戰場形勢
的變化，以及美國國內面臨的越來越嚴重的經
濟問題，美國方面有求於中國的問題正越來越
多。比如，朝鮮半島問題、俄烏問題以及中美
間關稅問題等。

美國今年將舉行中期選舉。王勇認為，
為選舉需要，拜登政府有可能在未來數月內

通過與中國領導人見面等方式，在台灣問題
等方面降低與中國緊張的關係。

這位專家認為，影響美國中期選舉的最
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是美國
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的問題，而搞好和中國
的關係有利於真正將美國的物價水平降下
來。

中國體現出越來越強大韌性
不過，王勇亦同時指出，中美之間長期

緊張的局勢不會因為美國短暫的國內需要而
徹底改變，中美間的競爭將是一個長期的趨
勢，而且也不排除美國人會繼續搞兩面派，
口是心非。因此，對中國而言，唯有在實力
基礎上與之堅決鬥爭，堅決捍衛中國的主權
和利益，同時又能夠根據美方的變化來進行
策略調整，在雙方可能的領域加強合作。

“中國體現出越來越強大的韌性”，這
位專家建議，中國特別要穩住陣腳，踏踏實
實把經濟搞上去，把疫情防控做好，這應該
是應對問題的根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台實質關係若升級 中方必激烈反制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
國海油）6月14日宣布，隨着在南海鶯
歌海順利完成海底氣井放噴測試作
業，中國首套國產化深水水下採油樹
正式投入使用，標誌着中國已具備深
水水下採油樹成套裝備的設計建造和
應用能力，結束了歐美相關技術設備
壟斷。

“在5月成功實現海底安裝的基礎
上，我們依託這套國產深水水下採油樹
實施了東方1-1氣田樂東平台周邊天然
氣開發井的鑽完井作業，取得了超過預
期的良好效果。”中國海油項目現場技
術負責人顏幫川介紹，放噴測試作業是
海洋油氣鑽完井作業的最後一個環節，
國產深水水下採油樹在43小時的放噴測
試作業期間完成水下採油樹液控閥門開
關、手動閥門開關、井下安全閥開關、
井下壓力計信號參數設置及數據傳輸等
48項指定作業任務，各項性能指標達到
國外同類產品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6月
5日，神舟十四號飛行乘組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啟程飛往中國空間站，從當日進入天和核心艙至
14日已有10天。中國載人航天工程14日發布
《天宮TV》第三季第一話，記錄他們這10天的
工作生活。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
哲三人狀態良好，元氣滿滿地開啟了中國空間站
建造階段的首次任務。

乘組已適應失重狀態
“乘組已順利進入天和一號核心艙，中國太

空家園，現在由我們值守，空間站第三棒，我們
全力開跑！”當神十四乘組進入核心艙後，指令
長陳冬信心滿滿地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核
心艙，很快就會迎來問天和夢天，到時我們將建
成中國人自己的空間站，那是我們的太空家
園”，劉洋說。“我們一定不辱使命，精心操
作，圓滿完成任務，請黨和人民放心”，蔡旭哲
說。“敬禮！”隨着陳冬一聲口令，神舟十四號

乘組三人在空間站鄭重敬禮。
《天宮TV》記錄了神十四乘組在空間站的

第一頓午餐。由於尚在物品整理搬運期，核心艙
的空間比較擁擠，神十四乘組三人聚在一起，打
開餐包，共享美味。短暫用餐後，指令長陳冬似
乎在說笑話，把劉洋逗得哈哈大笑，空間站充滿
歡樂的氣氛。他們已經快速適應了空間站的微重
力狀態，劉洋在工作時隨手就能接住陳冬“飛”
出的飲水袋，看起來配合默契十足。

在第一頓午餐後，三名航天員迅速投入工
作，開始進行在軌環境設置。他們拆開一個個太
空包裹，取出各種物品進行安裝。陳冬打開貨物
包，取出了地面工作人員為他們準備的新衣服。
他們還順利打開了一份專門為神十四乘組進駐空
間站準備的美食盲盒。觀察視頻可以看到，美食
盲盒的包裝十分精美，繫着蝴蝶結，還印有愛心
等可愛的圖案。雖然視頻並未透露“盲盒”中是
什麼美味，但從他們歡樂的表情可以看出，那一
定都是他們喜愛吃的。

依照計劃，神舟十四號乘組在軌駐留期間，
將迎來空間站兩個實驗艙以及天舟五號貨運飛
船、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的來訪對接，並與神舟
十五號飛行乘組進行在軌輪換，於12月返回東風
着陸場。

神舟十四號乘組太空站拆美食盲盒 首
套
國
產
深
水
採
油
樹啟
用

◆神舟十四號乘組在天和核心艙裏展開工作。圖
為午餐後陳冬似乎在講笑話，劉洋在一旁樂不可
支。 網上截圖

◆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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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同
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
助理沙利文
（左一）在
盧森堡舉行
會晤。

新華社

楊潔篪指出，拜登總統多次向習近平主席表示，美方不
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

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
中國發生衝突。中方對此高度重視。但一段時間以來，美
方執意加大對華全方位遏制打壓，這不僅解決不了美國自
身面臨的問題，反而致使中美關係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
極大損害了兩國在雙邊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這一局面不符
合中美雙方和世界各國的利益。

堅決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楊潔篪表示，中美關係處在關鍵十字路口。習近平主

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是中美正
確相處之道，符合中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國際社會
普遍願望，理應成為發展中美關係的根本遵循。中方願同
美方探討實現這一願景的路徑和方法。中方堅決反對以競
爭定義中美關係。美方應端正對華戰略認知，作出正確抉
擇，把拜登總統的“四不一無意”表態轉化為實際行動，
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實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籲美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楊潔篪強調，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中方

立場毫不含糊、堅定不移。中國內政不容他國干涉，任何阻
撓、破壞中國國家統一的行為都必將徹底失敗。台灣問題事
關中美關係政治基礎，處理不好將產生顛覆性影響。這個風
險不僅存在，還會隨着美大搞“以台制華”、台灣當局大搞
“倚美謀獨”而不斷升高。美方不要有任何誤判和幻想，必
須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必須慎重妥
善處理涉台問題。楊潔篪並就涉疆、涉港、涉藏、南海以及
人權、宗教等問題闡明中方嚴正立場。

楊潔篪強調，美方理應與中方良性互動，為亞太地區
繁榮、穩定和發展作出共同努力。雙方還就烏克蘭、朝核
等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2022年6月14日（星期二）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美息魔勢兇
市場對美加速升息憂慮重燃 港股隨外圍回吐

港股ADR未止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紹基）美國近日公布的通脹率又
創40年新高，再掀起市場對美國
經濟衰退的擔憂。高盛認為，如果
美國經濟真的陷入衰退期，投資美
股的每股收益預期將會降至近200
美元，若以14倍市盈率計算，標
普500指數將要降至3,150點，意
味標指將較目前的3,900點要挫兩
成。相反，隨着疫情影響逐漸消
退，外資預計中國未來幾季的經濟
增長會回穩，高盛看好MSCI中國
指數未來12個月反彈20%。

聯儲局本周或加息0.75厘
市場目前最擔心的是，聯儲局

為了遏制通脹，可能不惜讓經濟
“硬着陸”，從而拉垮股市、債
市，以及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
由於美國新的通脹數據意外再升，
高盛首席股票策略師David Kostin
最新預測，聯儲局將在本月及9月
都會加息50個基點，而能源和醫
療保健股，或許能成為投資者的避
風港。巴克萊等一些銀行更預計，
美聯儲本周將大幅加息 75個基
點。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國股票策略
師Michael Wilson認為，考慮到經
濟增長放緩和盈利出現風險的跡象
越來越多，股市的風險可能進一步
上升，標指正向着3,400點的水平邁
進。有見及此，大摩表示會繼續青
睞防守性股份和能源公司，以及運
營效率高的公司。

隨着通脹擔憂加劇，全球多國
正激進加息，並取消財政刺激措
施。但高盛認為，中國的政策相較
於全球有積極及放鬆的勢頭，因此
對中國股票抱“建設性”觀點。

高盛指，中國股市估值偏低，
目前A股市盈率約為11倍，低於
歷史水平約0.5個標準差。從全球
投資環境來看，中國股市估值低於
美國股票約18倍市盈率。高盛認
為與美股相比，A股仍有較大估值
上升空間，看好MSCI中國指數未
來12個月反彈20%。

隨着疫情影響逐漸消退，外資
預計中國未來幾季的經濟增長
應會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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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5月份CPI按年升8.6%，高過市場預期及前值0.3

個百分點，再創逾40年新高，打破了通脹見頂的憧憬，市

場對美加速升息憂慮重燃，上周五美股大跌近900點，13

日道指期貨一開市亦跌600點，港股13日隨外圍回吐，收

報21,067點，跌738點或 3.39%，為連跌第三日，累插

947點或4.3%。晚上美股續急瀉，早段大跌逾800點。港

股ADR亦失守21,000點，早段跌469點，報20,598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股連跌三日港股連跌三日，，累插累插947947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美國通脹超預期，本周三及四美聯儲舉行重磅
議息會議，市場認為此輪加息0.75厘的機會

率更由9%升至29%。大幅加息下，令美國出現滯
脹的機會進一步增加，拖累上周五美股急挫，13
日亞洲時段，道指期貨仍未止跌，歐股中段亦跌
近2%，亞太區主要股市跟隨外圍急跌，韓股創逾
1年半新低，連同日股齊跌逾3%，台股連跌3
日，收市再挫逾2%。

港股 13 日隨外圍急挫，裂口低開 643 點
後，最多跌過812點，低見20,993點。恒指全日
挫738點或3.39%，收報21,067點，險守21,000
點大關，但仍創逾1個月最大跌幅，主板成交
1,594億元（港元，下同）。另外，美國十年期
國債孳息率曾高見逾3.4厘，為2011年4月底以
來最高。息率向上打擊科技股，使該板塊成重
災區。科指大跌4.72%報4,598點，阿里巴巴重
挫8%，美團亦跌6.5%。

美匯續強 新興市場風險增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全球市場策略師趙

耀庭13日表示，美國5月份通脹達8.6%，升幅超
預期，市場預計由現時至2023年初，聯儲局會加
息9至10次，而接下來的3次議息，都應該會加
息50個基點。另外，美債孳息率曲線趨平，可能
預示未來經濟不景，趙耀庭認為，由於市場預期
美國繼續加息及經濟或會惡化，市場情緒將轉
差，投資者會將資金配置於美元，從而推動美匯
上漲，這可能預示近期包括香港在內的新興市
場，無論其貨幣匯率或風險資產價格，都會波動
不定。

對於美國通脹會否繼續向上，市場目前仍眾
說紛紜。趙耀庭稱，美國的耐用品通脹率已從4
月的按年升6.2%，略微下降至5月的按年升6%，
顯示核心CPI（食品及能源除外）的通脹，似乎
已經見頂，但由於商品及服務成本上漲勢頭持
續，使5月整體通脹率依然高於預期，相信問題

仍然困擾市場，並對聯儲局構成壓力。

內地穩增長 對港股有支持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則分析，美

國5月CPI按年上升8.6%，升幅超出市場預期，
令人再次燃起對於通脹以及美聯儲加息縮表的憂
慮。然而，中國內地也公布了5月CPI按年上升
2.1％表現持平，在通脹仍基本受控下，相信穩增
長的適度寬鬆政策有繼續傾向，這將有利內地和
香港股市擺脫美股下跌影響、逐步走出獨立行
情。葉尚志又認為，恒指目前仍守於20,900點的
短期技術支持位之上，總體穩好狀態未受到嚴重
破壞，對後市保持正面，22,500點依然是目前的
預期目標。

鴻昇證券董事張益祖表示，21,000點是恒指
相當重要的支持位，未來兩三天的支持力度很重
要，但他個人認為守得住的機會頗高，後市仍要
視乎美股的波動情況。藍籌股中，只有兩隻公用
股電能及長建抗跌，收市仍錄得輕微進賬。科技
股、金融股及內房股均急挫，但大市成交只有約
1,600億元，顯示市場並未出現大舉沽貨的現象。

資金料湧新能源高息股避險
市場人士指出，黑期預示恒指將於21,100點

水平爭持，目前較為關鍵為內地疫情的發展，因
應北京市及上海市重現本土確診案例，內需股亦
難以避免下跌，資金於市況不穩的情況下較大機
會追入新能源及高息股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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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文化创意在先

“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传统市集以商品交易为主，而新型市集则突
出文化和创意属 性 。 中 国 旅 游 协 会 休 闲 度
假 分 会 秘 书 长 曾 博 伟 对 本 报 记 者 介 绍 ：

“跟普通的集市相比，创意市集个性化比较
足，售卖的产品一般不是工厂流水线制作出
来的，其设计和风格是有创意性的，并且注
重与客人的互动，而宣传渠道更多的是通过
社群、网络、小红书等传播出去。”

如 今 ， 各 种 创 意 市 集 遍 地 开 花 ， 在 小
红 书 上 搜 索 “ 市 集 ”， 有 46 万 + 条 笔 记 。
其中，文旅市集更是热门，已覆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市。

在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呈 贡 吾 悦 广 场 ， 医 、
食、饰、游等老字号商贸一字排开，游人边
品尝地道的云南美食，边了解一家家老字号
发 展 的 历 程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逛 这 样 的 市
集，一边游玩，一边学习传统文化，下次还
要来。”“90 后”小王很喜欢这种有文化内涵
的集市。

像昆明一样，荟萃地域文化特色的市集，
既能“活化”文化，又能拉动消费，在多地频
频出圈。

湖北省武汉市，一场以非遗为主题的创
意市集上，不少游人在一个摊位上与五彩斑
斓的毛线钩编作品合影。原来，毛线钩编
技艺属于江岸区区级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谈到参加市集的目的，摊
主说：“通过参加这个市集，希望更多人了
解、喜欢毛线钩编。”

疫情也没能阻挡北京人逛市集的热情。
“邂逅京西·遇见美好”北京石景山文创市集
线上特别活动在京西古道模式口举办，虽是
线上，仍有近 60 万观众通过直播间，逛古
道、探好店、寻好物、听故事、赏非遗，享
受石景山的文化盛宴。

创意市集不仅产品时尚、有个性，而且主
办方更注重参与者的体验感。每周六早晨，江
西省景德镇市的雕塑瓷厂内，乐天陶社都会
举办一场创意集市。集市上的陶瓷产品大多
是在校学生和自主创业的人制作的。100 多个
摊位上，小到几元的小饰品，大到几十万元的
茶具，必须通过陶社的评比才能摆上摊位。一
位游客逛过陶社市集后赞叹地说：“这个市集
不是一个简单的陈设，反映的是一代年轻人
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不被纸醉金迷的生活所
禁锢，找回自己的精神层面。我强烈推荐年轻
人来这里看看。”

年轻人的盛会

创意市集蓬勃而起，得益于国家倡导的
发展夜间经济和地摊经济，特别是在疫情形
势下，为推动经济复苏，市集受到地方政府
的大力支持。

“创意市集能创造一些消费热点，带动
属地的一些商业，推动文旅产业复苏，这可
能是地方比较重视的一个原因。”东方紫金

（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恒对本报
记者说。以上海为例，2020 年、2021 年两年
中，当地先后开展了 BFC 外滩枫径市集、思
南夜派对、大学路纳凉游园会、国家会展中
心“四叶草”市集等 50 余个特色市集项目。

受到年轻人追捧，是创意市集火热的另
一大原因。近两年受疫情影响，人们远行受
阻，在“就近游”选择中，新潮、有趣的创
意市集成为年轻人展示自我，结交新朋友的
场所。从某种角度讲，创意市集已成为年轻
人的盛会。据 《2020 上海市集发展白皮书》
显示，逛市集的人群年龄集中在 19-35 岁，
年龄结构重合度较高。

海南省海口市的小岛市集就吸引了很多
年轻创业者。来自海口的“90 后 ” 摄 影 师
林 一 沐 每 晚 都 会 在 市 集 上 展 示 自 己 的 作
品，很多市民被她的作品吸引，有的人当
场就下单决定择日拍摄。一位艺术工作室
创始人表示，自己的事业就受益于创意市
集，“我们品牌就是从这样的市集起步的。
创意市集能给我们年轻人和本土的文创品
牌一个宣传、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让我们在
市场上检验自己。”

创意市集提供给年轻人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 。 在 市 集 上 ， 他 们 可 以 遇 见 喜 欢 的 作
品 ， 可 以 直 接和周围的人交流和互动，这
是 在 线 上 购 物 体 会 不 到 的 。 杨 立 恒 认 为 ，
创意市集之所以受年轻人欢迎，首先是有
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符合当下年轻人
的 审 美 和 购 买 需 求 。 而 且 市 集 的 组 织 者 、
参与者大多是一些在文创圈、设计圈、艺
术圈有交集的族群，他们带来的产品，以
及他们身上的文艺属性，也是吸引年轻人
的一个原因；其次，创意市集举办的场所
也 都 是 当 下 年 轻 人 喜 欢 去 的 地 方 ； 第 三 ，
和普通市集比较，创意市集更像是一种社
群的活动，是一种时尚的打卡行为。

助力城市旅游

市集的出现，让许多城市和景区变得更
加热闹起来，逛过市集的游人，特别是年轻
人，通过在社交平台上的反复宣传，让市集
所处的城市和景区成为旅游网红打卡地，带
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据报道，在浙江省杭州市，当地连续两
年举办了“杭州奇妙夜”文旅市集，第一
年，仅 3 天时间，就吸引 11.8 万人次参观，
拉动消费 3008 万元。第二年，上海市文旅
局、南京市文旅局、黄山旅游等也都把特惠
产品送到了杭州奇妙夜；在上海，靠近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 BFC 外滩枫径市集开幕仅 4
天，据 《2020 上海集市发展白皮书》 数据显
示，客流量就达到近 40 万人次，带动 BFC
商场营业额同比增长了 125%，客流量同比
增长了 189%；在北京，以“国潮书市”为
主题的伍德吃托克市集仅在 3 天时间里，引
来超过 1 万人次的客流，并带动了周边美术
馆、咖啡馆、书店的消费；在山东省青岛
市，月亮市集向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展示
了新青岛的文化风貌，成为青岛的城市会客
厅。

“创意市集丰富了旅游体验。”曾博伟
认为，购物本身就是旅游体验一个重要内
容，但过去旅游购物时，大多是导游带着
去购物店，而创意集市不同，对游客，特
别是年轻游客更有吸引力。大家为了去一
个有趣的集市，可能会增加消费，增加停
留时间。创意市集已经构成了旅游目的地
的一个组成部分，提高了目的地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对于旅游业的推动作用很明显。

“走，我们一起去‘赶集’！” 品美
食、制陶器、淘佳品、学技艺……到城市
的公园、商业中心、景区、潮流街区，逛
一逛有趣的创意市集，正成为许多市民在

“家门口”度假的选择之一。

近两年，多地在城市综合体、旅游
区、创意园等目的地举办的创意市集，吸
引了大量客流，拉动了城市消费，拓宽了
休闲渠道，成为城市旅游新热点。

北京“白塔妙会”文创市集上展示的文创产品。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一场“杏运市集”，以“简生活，探索乡村生活美学”
为主题，将传统乡村与当代艺术结合。图为歌手在杏树底下演唱民谣。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创意市集走进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图为大学生展示环保竹编灯罩作
品。 吕 斌摄 （人民图片）

走，我们一起去“赶集”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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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2022 年 JC-
CAA 年會暨獎學金
頒獎典禮將於六月
二十五日星期六下
午3時在zoom上舉
行，敬請各位理事
上線參加並歡迎邀
請各校友會代表及
會員共同參與，感
謝您的支持。

愛心組織將於 7/3 下
午 1 ~ 8 PM 在 PlazA-
mericas East Parking Lot
(美洲商場東停車場）舉辦
今年募款園遊會. 校聯會
為愛心組織 (CARE: Chi-
nese American Relief Ef-
fort) 創始會員之一，每年
我們都積極參與。今年的
園遊會是為了8 月時購買
給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小學學生上學文具
的經費籌款。 JCCAA 幫
忙義賣園遊會的食物券和
愛心券。敬請各位理事及
校友會代表踴躍支持這一
愛心活動幫助弱勢的孩子

們，並請向貴校友會校友
廣為宣傳, 歡迎校友們全
家大小到園遊會享受美食
，觀看精彩表演及國慶煙
火。

食物券及愛心券每張
面額 $10. 若您願意購買,
請與我聯繫或是直接回覆
這個 email 給我. 購買金額
請 直 接 匯 到 校 聯 會 的
Zelle 帳號: eventpay@jc-
caa.org 我會和捐款人聯
絡找時間將食物券和愛心
券交給捐款人並且在統一
彙整收到的捐款金額後一
併交給愛心組織.

CARE 愛心園遊會食物及愛心券義賣
 

            Chinese American Relief Effort 2022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2022 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 
 

Date 日期:       7/3/2022 
 
Time 時間:     1:00 p.m. to 8:00 p.m. (fireworks)  下午一時至下午八時 (煙火) 
 
Place 地點:     PlazAmericas East Parking Lot 美洲商場東停車場 
                75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I-69 corner) 
 
 
Activities 内容: 多樣特色小吃 Delicious Asian special cuisine  

   精彩藝文表演 Exciting cultural performance  
   義賣 Charity sale -DIY, Painting, Toys, Chinese Calligraphy 
  

 

全部義賣所得將用來購買全年學用品贈送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 全校所有學生 
All proceeds will be used to purchase school supplies for students at the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  
 
 

協辦單位 Co-Sponsoring Member Organizations 

  
  

  
Aylus Pearland  Aylus Pearland  曉士頓中國教會 S Main Chinese Church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光鹽社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東北同鄉會 North East Chinese Association 

中華保健中心 Chinese Health Service Center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NTUAA in Houston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niors Asso. of Houston 美華協會 OCA- Greater Houston Chapter 
福遍中國教會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華僑協會 Overseas Chinese Asso. Houston Chapter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 

80/20 促進會 

GFCBW in Southern USA 
Houston 80-20                                      

恒丰银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梨城華人協會 Pear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廣西同鄉會 Houston Guangxi Association 美南银行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林西河堂 Houston Lim's Family Association 金城银行 Golden Bank 
休士頓西北中華學院 Houston Northwest Chinese 

School 
美南山東同鄉會 Shandong Association 

休台姊妹會 Houston Taipei Society 北一女校友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Alumni Association 
中華文化學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糖城台灣同鄉聯誼會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Houston 
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CCAA 南大校友会 Nanjing University Alumni 
东南大学校友会 Southeast University Alumni 美南江苏老乡会 aSouthwestern Jiangsu Association 
北休斯顿华人协会 

                                                        
North Houston Chinese 
Association 

糖城爱心健行队 

爱心巧手群 

               

Sugar Land Walking Group 

    
Other Co-Sponsoring Individual : Nanting Chang, Shao Lean Hu, Shaohong Huang, Tom Ren, Eric Lu, Long Hwong, Yuan Deng, 
Deqing Yang, Bingli Li, Wenjun Tao, Richard Lee, Ying Shi Lai, Jennifer Jiang, Xun Zhao, Alice Hsiao, Julie Lin 
Other Co-Sponsor: China Star, Clutch City Insurance,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如果您願意購買愛心劵或捐款來幫助學生，請聯絡 Suhan Li 832-508-9811。Please contact Isabelle Liu 832-877-0710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by purchasing donation vouchers.   

（珍妮·曼裡克報導）佛羅裡達
州邁阿密 - Estephania Plascencia從
上小學到20多歲時終於尋求說明，一
直與慢性抑鬱症和焦慮症作鬥爭。焦
慮症發作變得如此頻繁，以至於她幾
乎沒有離開她的床。一位朋友說服她
去看心理醫生，她開始學習健康的應
對策略和服藥。

今天，Plascencia是全國精神疾
病 聯盟（NAMI）邁阿密戴德分會的
青年項目協調員，這是一個基於同齡
人的組織，由具有生活經驗的人組成
，為有心理健康狀況的個人及其家庭
成員提供免費教育課程和支援小組。

“NAMI說明我意識到我並不孤
單。他們成為我的支持網路和家庭的
一部分...他們提供了驗證和理解，使
我能夠在其他人的康復過程中與他們
一起工作。

Plascencia 在 NAMI 邁阿密戴德
分會主辦的虛擬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
話，這是為期一個月的運動的一部分
，旨在提高對全國範圍內兒童和青少
年精神疾病增加的認識 - 美國兒科協
會宣佈為國家緊急狀態。她與擁擠的
初中和高中學生禮堂交談，發現分享
她的故事“是對抗與精神疾病相關的
恥辱感的最有力工具”。

大流行後的孩子們很好奇，

Plascencia說。 “當父母不相信他們
並將他們的癥狀誤讀為懶惰或責備他
們缺課或找不到工作時，他們經常會
問如何找到精神說明。

邁阿密傑克遜衛生系統（Jack-
son Health System Miami）的一名
精神科護士艾迪·莫林（Eddy Molin
）說，他認為“父母對孩子追求成功
很強硬，但不承認他們正在經歷危機
。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莫林注意到
焦慮和破壞性行為的兒童的入學人數
有所增加。他認為，大規模槍擊事件
——尤其是學校槍擊事件——讓已經
與世隔絕作鬥爭的孩子們感到不安。
他鼓勵父母“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注意戒斷，個人衛生下降，在床上的
時間更長以及脫離生活等癥狀，即使
他們曾經喜歡的事情，比如玩電子遊
戲。

“當你有一個支持系統在你身邊
時，恢復是可以實現的，”莫林強調
說。 “有時服藥很重要，但有時這可
能也很累人。表達愛意。愛是關鍵。

Joshua Ho以艱難的方式學到了
這個建議。 14年來，他每週工作六
天，在北邁阿密的一所中學擔任學科
院長。他習慣於照顧在家庭或原籍國
面臨 「悲慘事件」 的移民學生。 “我

以為我知道心理健康是什麼，”來自
韓國的移民Ho說，他今天是邁阿密
戴德縣亞裔美國人諮詢委員會的專案
主任。

但他忘記了他的大兒子正在掙扎
的事實。當兒子開始胃痛，頭痛，缺
乏精力和不斷需要睡覺時，何開始生
氣。 “作為一個典型的亞洲父母，我
對兒子的期望非常高......他為什麼不
做他應該做的事情呢？”何俊仁回憶
道。

他把兒子送到一位教會青年牧師
那裡，並與一位針灸師預約，一切都
不起作用。最後，他的兒子與一位輔
導員交談，何俊仁得知自己患有精神
疾病。現年20歲，他的兒子正走上康
復之路。

“沒有關於如何成為正確父母的
書，”何說。 “但大喊大叫和尖叫無
濟於事。對話確實如此。

對於NAMI邁阿密戴德董事會主
席Susan Racher來說，“我們必須從
教育開始 - 知道你有權獲得說明，知
道在哪裡找到健康。這就是NAMI為
期一個月的公共教育活動的靈感來源
，其中包括公共活動，研討會，廣告
，看板。“心理健康情況比其他任何
情況都更常見，但不幸的是，在許多
社區中，護理和心理健康素養難以捉

摸，”她說。
官方數據顯示，六分之一的年輕

人目前被診斷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
，焦慮，行為問題或抑鬱症，但只有
一半在前一年接受過心理健康治療。

人口參考局 KidsData 代理主任
Beth Jarosz指出，2020年美國15至
19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比2007年高出
近60%。她說，更令人擔憂的是，在
佛羅裡達州，2020年10至14歲兒童
的自殺率是2007年的三倍多。相比
之下，加利福尼亞州的利率凍結在
33%左右，紐約的利率幾乎沒有變化

。“儘管白人和亞太島民美國人的青
少年自殺率最高，但黑人青年的自殺
率正在迅速上升，”她說。在過去的
二十年裡，它們翻了一番。

Jarosz說，最容易患精神健康障
礙的群體是土著青年，他們面臨著不
利的童年經歷，如家庭中的自殺或藥
物濫用問題，LGBTQ青年以及無家可
歸或被寄養系統的青年。

從她的康復之路上，Plascencia
瞭解到精神疾病是可以治療的，這是
她想要強調的主要資訊。 “有說明，
你絕對不必獨自承擔。

心理健康危機中的父母和孩子需要知道 - 恢復是可能的

JCCAA 年會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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