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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今天敦促歐
盟各國，在今後數月將天然氣需求量減
少15%，以確保冬天有足夠存量，並
擊敗俄羅斯的 「勒索」 。

歐盟執委會宣布這項緊急計畫時，
也要求會員國賦與布魯塞爾當局特別權
力，在俄國一旦切斷對歐洲的天然氣供
應時，能夠實施強制能源配給措施。

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告訴記者： 「俄國在勒索
我們。俄國把能源當成武器，因此一旦
俄國不論是局部大幅減少供氣或完全切
斷供氣，歐洲都必須作好準備。」

歐洲現正趕在冬天以前填充天然氣
儲槽，並建立供應緩衝儲備，以免莫斯
科當局為報復歐盟在俄烏戰爭中支持烏
克蘭進一步限制供應。目前已有十餘個
歐盟國家遭俄國減少供氣，而且歐盟官
員認為俄國有可能全面停止供氣。

歐盟執委會今天提議所有歐盟國家
，自願遵守自8月至明年3月減少天然
氣使用量 15%的目標。比較基準是
2016至2021年間相同時期的使用量。
一旦供應吃緊時，歐盟當局將可強制實
施這項目標。

歐盟執委會指出，儘管俄國供氣量
減少，而且數月來價格飆漲，目前歐盟

國家整體天然氣需求只減少了5%。
因歐盟國家仍大致主導各自的能源

政策，這項方案仍需獲得多數國家批准
。歐盟外交人員預定22日開會討論此
事，目標是於26日各國能源部長舉行
緊急會議時通過。

部分國家對這項目標提出反對意見
，認為各國的能源應急計畫不需由歐盟
總部推動。

波蘭氣候部長莫斯可娃（Anna
Moskwa）上週表示： 「我們反對實施
強制（天然氣）減量目標。」 俄國4月
中斷供應波蘭天然氣後，波蘭已將天然
氣儲備量填充至98%。

對抗俄勒索 歐盟籲各國砍天然氣需求15％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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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st week, because an
historic heatwave has hit
Europe, a full-blown gas crisis
may face many countries there
in the near future.

The Nord Stream 1
pipeline that links Russia’s
gas to Europe is due to reopen
in ten days after routine
maintenance work. But the
concern is that Russia will keep
the tap turned off in retaliation
for sanc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imposed since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February.

Germany’s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Robert
Habeck warned that the country
mu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He
said anything can happen. It
could be that the gas flows
again and maybe even more

than before. It could also be
that nothing will come at all.

Last year the pipeline
delivered 55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gas to Europe, or
about 40% of the total imports
from Russia.

The gas demand could not
come at a worse time because
of the record heat and the
mountain wildfires. Soaring
temperatures have also pushed
up demand for electricity to
powe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e are urging that the war
in Ukraine should come to an
end and the gas pipeline should
flow. If not, many businesses in
Europe will be cut off from their
vital gas supplies and many
more people will suffer.

0707//1919//20222022

Europe Braces For A Potential Gas CrisisEurope Braces For A Potential Gas Crisis

由於近來熱浪襲擊歐洲大陸，
致導能源天然氣需求量大增，可能
引起未來的能源危機。
和俄羅斯相連的北溪一號天然氣

管，預計十天後可以開放運作，但
是俄國可能會把天然氣管關閉，以報
復歐盟國家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
所作的制裁行動。
德國経濟主管人員警告要做最坏

的打算，北溪管道每年向歐洲輸送
五百五十億立方米之瓦斯，佔歐洲整
個進口之百分之四十。
歐洲各國正在加緊腳步，儲存天

然氣以應付冬季之來臨，不幸的是
，今年夏天，歐洲面對酷熱天氣及森

林大火。
我們要再度呼籲俄烏戰事應該早

日找到解決之方案，就以天然氣供
應而言，如果俄羅斯全面阻斷供應
鍊，必然會對歐洲各國之経濟帶來
致命之打擊，尤其是德國，許多中
小企業可能會倒閉。
戰爭真是非常可怕的事，今年二

月當俄羅斯以一幅軍事強國之姿態入
烏克蘭，本來是以為以速戰方式打
敗對方，可是萬萬沒有料到，世界
上四十多國力挺烏克蘭戰爭，拖到如
今，双方軍民死傷慘重，逾千萬國
民流離失所，世界經濟也被搞得一
團糟，真是得不償失。

歐洲能源告急歐洲能源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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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國國內因為通貨膨脹而造成民生
問題嚴重困窘以及重大槍擊事件層出不窮，
社會動盪不安之際, 拜登總統依照早先擬定的
國政計劃前往中東從事他上任美國總統後首
次外交之旅，拜登總統的強項就是外交事務,
但是這次行程只有短短四天, 光是時間的緊繃
, 就不太可能會有什麼成績表現出來。

這次拜登到中東除了與最堅定的盟友以
色列總理簽署了聯合聲明強調兩國牢不可破
的友善關係以及美國對以色列持久安全承諾,
具有加強邦交的意義外,原本寄望最大的是希
望沙烏地阿拉伯與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增產石油，以舒解美國高油價壓力降低油價
的目標卻因為對於沙烏人權的訴求, 牽連到
2018年美國記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遭到殘殺事
件之影響而產生意見相左, 拜登與沙國王儲穆
罕默德．沙爾曼一度針鋒相對,雙方相談不歡
, 身為訪客的拜登只有忍氣吞嚥下原來一直標
榜的人權訴求, 所以毫成成效可言,換言之，
美國想要影響沙烏地阿拉伯是不可能的任務,
拜登說,沙烏地阿拉伯的成效需要再過數個月
才會看得到具體成果，那只是告慰美國民眾

之托詞罷了。
此外，拜登也與其他埃及、約旦和伊拉克

等在內的波斯灣合作理事會（GCC）六國所
簽訂的峰會公報並沒有具體的合作內容與執
行事項，想要展現美國在中東地區阿拉伯世
界的影響力以抗衡中國的企圖心是不太可能
達到的，相形之下, 中國近年來對中東所輸出
的是科技與經援, 但美國輸出的卻是著重人權
與民主思維, 何者實惠受用? 真是不言可喻了
, 而原本拜登準備強調的聯合各國打擊恐怖主
義的訴求在這次訪問行程之中著墨並不多,完
全談不算任何的成效了。

儘管這次拜登與美國在中東地區重要的盟
邦領袖幾乎都見面會唔了，也分別與阿聯酋
和巴林等國達成不同的和平協議, 只是徒具形
式, 實質成效不彰, 所以總而觀之,算是一次徒
勞鮮獲的政治之旅, 對改善美國當前的困境及
提高拜登的領導威望與民眾支持率並沒有助
益，也對於民主黨在四個月之後即將進行的
期中選舉幫助不大, 看來在支持度持續低迷下
, 拜登在2024年參與連任總統的希望已經愈
來愈小了。

義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今
天贏得國會參議院對他的信任投票，但他聯
合內閣中的3個主要政黨杯葛這次投票，預
計將導致德拉吉請辭，並且宣告提前舉行大
選。

路透社報導，義大利國會參議院以95票
贊成、38票反對，通過對德拉吉的信任投票
，但有數十名參議員投下棄權票。

德拉吉聯合內閣裡的中間偏右 「義大利
前進黨」 （Forza Italia）、極右翼 「聯盟黨
」 （League）和民粹政黨 「五星運動 」
（Five Star Movement）拒絕支持他，未參
與這次投票。

在德拉吉遭友黨背棄後，義大利媒體報
導，預計他明天將向總統馬達雷拉（Sergio
Mattarella）請辭。

義大利總理德拉吉贏得信任投票 但遭聯合內閣中3黨杯葛

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繼續遭到俄羅斯砲轟和飛彈
攻擊。在克拉莫托斯克市，俄軍砲擊造成1人死亡
。黑海沿岸的敖德薩則被7枚巡弋飛彈攻擊，至少
6人受傷。

法新社記者稱，位在頓巴斯（Donbas）地區
的克拉莫托斯克市（Kramatorsk）一棟4層樓住宅
建築遭俄軍砲火擊中，一名男子頭部流血躺在地上
，隨後被救難人員帶走。

一位拒絕透露姓名的女子顫抖說道： 「他只是
路過就被擊中。」

基輔方面表示，在南部濱臨黑海的敖德薩
（Odessa）地區，俄軍一連發射7枚巡弋飛彈攻
擊，造成至少6人受傷，包括一名兒童。

俄羅斯國防部稱，對敖德薩的攻擊，摧毀了一
批西方提供的武器，包括美國製造的魚叉（Har-
poon）反艦飛彈發射器。

本週稍早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
下令俄軍部隊優先摧毀美國和烏克蘭其他西方盟國
提供的遠程火砲。

觀察家相信這些武器改變了戰場態勢，讓烏克
蘭有能力打擊俄羅斯的軍火庫和莫斯科所控制領土
深處的指揮所。

烏 克 蘭 國 防 部 長 列 茲 尼 科 夫 （Oleksiy
Reznikov）訪美期間曾敦促西方大幅增加精準火箭
系統的供應，稱這類武器為 「扭轉情勢者 」
（game-changer）。

據路透社報導，烏克蘭南部赫松地區（Kher-
son）莫斯科扶植的地方官員告訴俄羅斯新聞社
（RIA），凌晨約4時烏軍使用新到手的高機動性
多管火箭系統（HIMARS，簡稱海馬士）發射12
發砲彈，擊中赫松重要橋梁安東尼夫斯基橋（An-
tonivskyi Bridge）。

這座橋連日來一直是烏軍的主要目標。
赫松地區俄羅斯占領當局領導人薩爾多

（Vladimir Saldo）今天上午禁止貨物通行這座橋
，他稱這是為進行維修所作的 「臨時限制」 。載客
車輛則仍可以使用這座超過1公里長的橋樑。

俄羅斯國營的塔斯社（TASS）引述他的話說
： 「如果攻擊持續下去，這座橋可能會倒塌。」

英國國防部稱安東尼夫斯基橋是俄軍 「關鍵的
脆弱部位」 ，俄軍在寬闊的第聶伯河（Dnipro
River）上僅有兩個渡河點，可對西岸進行補給或
撤出部隊，這座橋是其中之一。

俄羅斯攻擊烏東和烏南烏軍猛轟俄軍重要補給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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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網絡犯罪急需強化協同打擊
綜合報導 意大利信息安全

協會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

，2021年全球網絡犯罪造成的

相關損失超過6萬億美元，而

2020年這一數字估計為1萬億

美元。意大利防務、安全和航

空航天巨頭萊昂納多公司首席

執行官普羅富莫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導致在線活動激增，

「過去兩年來的網絡安全威脅

成為疫情的『附帶損害』」。

全球網絡犯罪快速上升勢頭

明顯，企業在網絡犯罪中蒙受了

重大損失。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

最新發布的《互聯網犯罪報告》

，與前幾年相比，網絡釣魚攻擊

是目前最常報告的網絡犯罪類型

，2021年報告了32萬多起，其

中僅商務電郵入侵就造成近24

億美元的損失。雲計算公司

Iomart的一份報告指出，2020年

第一季度，全球大規模信息泄露

事件同比增長273%。一次數據

泄露對於大型公司的損失大約是

其市值的7.27%，對中小型公司

的影響則是災難性的。今年5月

，網絡安全機構Hiscox針對5000

多家歐美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

超過87%的受訪者將網絡犯罪視

為頭號威脅，超過經濟衰退和人

才短缺等問題。西班牙國家網絡

安全研究所稱，欺詐、漏洞和勒

索軟件仍將是2022年網絡威脅

的主要形式。

為應對日趨猖獗的網絡犯罪

威脅，許多國家和地區不斷完善

立法和技術保護措施。根據聯合

國貿發會議的數據，全球156個

國家和地區已經頒布實施網絡犯

罪相關法律法規，多國正在完善

升級其網絡安全國家戰略和組織

架構。意大利去年6月宣布成立

國家網絡安全局，旨在提高國家

預防、監測能力，以應對網絡安

全事件和網絡攻擊。英國今年初

發布的《政府網絡安全戰略

2022—2030》報告提出，到2025

年，英國政府關鍵職能部門要顯

著增強抵禦網絡攻擊的能力；到

2030年，各政府部門均需具備抵

禦已知的網絡漏洞和攻擊方法的

能力。

鑒於網絡犯罪存在跨境特

征，全球協同打擊網絡犯罪具

有重要意義。2019年底，聯合

國大會通過了「打擊為犯罪目

的使用通信技術」決議。去年

5月，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

通過關於啟動《聯合國打擊網

絡犯罪公約》談判的決議，公

約特委會第一次談判會議已於

今年初舉行。與會各方普遍認

同應盡快製定《聯合國打擊網

絡犯罪公約》，多數國家支持

按聯大決議如期完成談判。

目前，上海合作組織、歐洲

委員會、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國際

組織均已製定打擊網絡犯罪的多

邊條約。歐盟正加緊整合成員國

的相關資源和專業技術，計劃成

立一個專門應對網絡攻擊的機

構，強化聯合打擊網絡犯罪的

能力。該機構預計於2023年建

成，成員包括來自歐盟成員國、

歐洲刑警組織以及歐盟對外行動

署等機構的專家。

法國第7波新冠疫情暴發
政府不打算重啟口罩令

綜合報導 法國政府發言人、前衛生部長奧利維耶· 韋蘭接受媒體采

訪時表示，政府沒有重新強製佩戴口罩的計劃。

據報道，隨著法國第7波疫情暴發，是否在公共交通系統重新強製

佩戴口罩再次成為社會關註話題。奧利維耶· 韋蘭10日稱，重新強製佩

戴口罩「不在議程上」。他解釋說，盡管新增新冠感染者數量上升，但

「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在法律中重新規定這種義務。」與此同時，他警告

說，不重新強製佩戴口罩，並不意味著警惕性下降，在新冠病毒更加廣

泛傳播時期，應該更加謹慎，加強自我保護。

最近幾天，法國多名醫學專家表示，贊成重新在公共交通系統引入

佩戴口罩的強製規定，但法國關於這一點存在廣泛分歧。法國新冠疫苗

戰略指導委員會主席阿蘭· 費舍爾7日接受BFM電視臺采訪時表示，在

當前的疫情形勢下，佩戴口罩是一種公民責任，「就我個人而言，我不

會反對強製佩戴口罩。」法國急診醫師聯合會（AMUF）主席帕特裏克·

佩魯也呼籲在公共交通系統重啟強製佩戴口罩的措施，他解釋說，至少

在公共交通系統有必要保留這一義務，這可以避免在幾個月內出現新冠

新變種的情況下重啟更嚴格限製。

但法國政府更依賴公眾的「集體責任感」。法國總理伊麗莎白· 博

爾內證實，不打算在國家層面強製執行佩戴口罩的規定，因為「法國人

現在知道如何正確防護。」衛生部長弗朗索瓦· 布勞恩8日表示，「我們

選擇要求我們的公民承擔責任，而不是強製。我們正處於第7波疫情，

可能還會有第八波、第九波疫情，我們必須學會與這種病毒共存。」法

國負責交通事務的部長級代表克萊蒙· 波恩8日呼籲公眾度假時在火車站

、機場以及火車、飛機上佩戴口罩，但強調這不是強製性的。

法國南部城市尼斯市長克裏斯蒂安· 埃斯特羅西6日宣布，已通過一

項法令，決定從11日起在尼斯和整個尼斯-蔚藍海岸大都會區的公共交

通系統強製佩戴口罩。但這項法令於8日被尼斯行政法院叫停。

法國經濟部長：俄羅斯可能切斷天然氣供應
企業做好冬季斷電準備

綜合報導 法國輪胎製造巨頭米其林

的首席執行官表示，法國面臨俄羅斯天

然氣供應減少的風險，該公司正為可能

出現的斷電做準備。法國經濟部長勒梅

爾也說，俄羅斯切斷天然氣供應是「現

在最有可能發生的事」，為此，政府正

製定應急計劃，包括在冬季對一些公司

限電或斷電。

就在勒梅爾發出預警一天後（11

日），俄方宣布對「北溪1號」管道開

始例行檢修，向歐洲國家的供氣將暫停

10天，德國等國官員擔憂俄羅斯會借此

機會完全切斷天然氣供應。

據報道，當地時間 7 月 10 日，眾

多法企高管和官員齊聚，參加一場在

法國南部召開的商業和經濟會議。由

於俄烏沖突和歐洲和俄羅斯的緊張關

系，能源問題成為本次會議的重點議

題之一。

米其林 CEO 孟立國（Florent Men-

egaux）表示，目前，法國能源密集型企

業正在為俄羅斯天然氣供應進一步減少

而導致的斷電可能性做準備，方法之一

就是將企業所用的燃氣鍋爐改用石油運

行。

「我們所做的就是改造我們的鍋爐

，這樣它們就能使用天然氣或石油」，

孟立國稱，米其林還可以在必要的情況

下使用煤炭。他說，輪胎生產過程長達

數日，因此保證穩定的能源供應至關重

要，他們的目的就在「避免在面臨能源

短缺時不得不關閉工廠」。

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告訴出席會議

的企業高管，不為能源短缺做準備是不

負責任的行為。他提醒道：「讓我們為

俄羅斯切斷天然氣供應做準備。因為這

是今天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Today it's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勒梅爾還說，法國政府將在未來幾

周內出臺應急計劃，包括在冬季減少或

切斷對一些公司的天然氣和電力供應。

他同時強調，「政府、個人和公司必須

共同努力」，「在日常行為和能源消耗

上保持節儉」將是關鍵。

根據管道運營商北溪公司公布數

據，自當地時間 6月 15日晚 11點以來

，俄氣（即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

司）通過「北溪 1 號」管道輸送的天

然氣供應量減少。數據顯示，俄羅斯

通向德國的天然氣輸送量在 15日、16

日兩天內銳減 60%；俄羅斯經德國輸

往法國的天然氣流動也於 15日起便完

全停止。

德方將之歸咎於俄羅斯的「政治考

量」，但克裏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

示，削減交付量並非事先計劃，而是由

燃氣渦輪機維護問題造成的，這從根本

上源於西方的製裁。此前，西門子公司

曾宣布，由於針對俄羅斯的製裁措施，

在加拿大維修的一臺燃氣輪機暫無法準

時運回。

迫於德國的壓力，加拿大政府終於

在7月9日宣布將燃氣輪機經德國運回俄

羅斯。德方對此表示感謝，美國國務院

發聲支持加拿大的決定。但澤連斯基公

開反對，稱這個決定「不可接受」，是

向俄方「示弱」。

就在外界認為「北溪1號」天然氣

運輸將恢復正常的兩天後，7月11日，

俄方宣布「北溪1號」天然氣管道如期

開始每年的檢修維護，俄羅斯向德國

等歐洲國家的供氣將暫停 10天。這是

俄烏沖突後該管道首次檢修，引起了

幾個歐洲天然氣進口國的擔憂，其中

德國官員揣測俄氣會借此完全切斷天

然氣供應。

數據顯示，不同於嚴重依賴俄羅斯

能源的德國，法國約17%的天然氣從俄

羅斯進口，約70%的電力依賴核能。但

路透社此前報道稱，俄氣減供發生在法

國電力供應緊張之際，此前因失修問題

，法國56座核反應堆中29座因檢查和維

修而停止發電。

目前，法國正尋找替代能源，同時

加快核反應堆的維修速度。此外，法國

總理伊麗莎白· 博爾內7月6日表示，國

家計劃推動法國電力公司（EDF）國有

化，並啟動新核能項目，以實現能源獨

立。

推特起訴馬斯克
要求完成440億美元收購協議

綜合報導 推特公司正式對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提

起訴訟。

法庭文件顯示，推特起訴馬斯克違反收購合同，稱他的退出策略是

「虛偽的典範」，並要求他以44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這家社交媒體公司。

推特公司表示，任何罰款都無法彌補他(馬斯克)造成的損失，「馬

斯克的行為證明了，他想逃避自己自由簽署的有約束力的合同，並在這

一過程中損害推特」，「由於被告的行為，推特已經承受，並將持續遭

受不可挽回的損失。」

法新社報道稱，該消息傳出後，推特公司的股價在盤後交易中小幅

上漲。

12日，馬斯克在推特上發文稱，「哦，真諷刺，哈哈哈哈」。

根據此前報道，當地時間8日，馬斯克的律師在給推特公司首席法

務官的信中說，因為推特違反了收購協議中的多項條款，馬斯克將終止

對該公司的收購。根據協議條款，如果馬斯克退出收購，其需要支付10

億美元。

國際紅十字會：全球糧食安全惡化
非洲中東數億人將面臨饑餓

綜合報導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

）警告稱，烏克蘭沖突導致全球糧食安全

局勢迅速惡化，非洲部分地區和中東地區

受到的影響尤其巨大，數億人將在未來數

月面臨嚴重的饑餓風險。

「全球糧食安全局勢危急，且在迅速

惡化，非洲部分地區和中東地區尤甚。武

裝沖突、政局動蕩、氣候沖擊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的次生影響已經削弱了民眾抵禦沖

擊並從中恢復的能力。烏克蘭武裝沖突的

連鎖反應使得本就危急的局面雪上加霜。

」ICRC總幹事羅伯特· 馬爾迪尼7月12日

表示。

ICRC在一份新聞稿中指出，受影響最

為嚴重的是那些已經面臨人道危機，且常

年受戰爭或動蕩之苦的國家，如敘利亞、

也門、馬裏、埃塞俄比亞、索馬裏和阿富

汗等國。

烏克蘭谷物出口量暴跌，導致非洲谷

物價格激增，進一步加深了沖突和氣候變

化的影響。根據ICRC提供的數據，俄烏

兩國的小麥和谷物產量占全球的25%，而

非洲約85%的小麥依靠進口

。例如，索馬裏超過90%的

小麥均從俄烏兩國進口。而

在阿富汗，由於小麥主要由

鄰國哈薩克斯坦進口，但該

國因烏克蘭沖突施加了出口

限製，因此阿富汗的小麥價

格比一年前上漲了47%。

氣候災難也在影響一

些沖突國家的糧食收成。

非洲薩赫勒地區的國家正

在經歷幾十年來最為嚴重

的旱災，尼日爾和毛裏塔

尼亞的糧食產量比過去五年的平均值下

降了40%。

據世界糧食計劃署（FAO）估計，

2022年面臨糧食危機的人數還將增加4700

萬，全球總數將增至8.11億人。

ICRC呼籲，在沖突中，戰鬥各方必須

保護對平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莊稼、牲畜

、供水設施及醫療機構，還必須為快速暢

通的人道準入提供便利。其次，必須立即

增加應對糧食危機所需的資金。滿足大規

模的需求，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需求，都

需要利用各參與方的能力，包括人道和發

展機構、金融機構以及當地政府等。

「當前形勢緊迫，可采取行動的時間

越來越少。」馬爾迪尼表示，「若不齊心

協力，攜手合作，局勢將有可能演變為不

可逆轉的人道危機，使各國付出難以想象

的人道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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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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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今天
指出，美國將在援助烏克蘭的最新一批軍備中
，再提供 4 具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
MARS，簡稱海馬士）。

路透社報導，奧斯汀在與盟邦針對烏克蘭
問題舉行視訊會議時表示： 「（我們）將繼續
尋求創新方法，維持我們對烏克蘭武裝部隊勇
敢男女的長期支持，我們將提供量身訂製的協

助，確保烏克蘭擁有技術、彈藥和十足火力捍
衛自身。」

烏克蘭彈藥庫中已有蘇聯時期火砲，但海
馬士射程更長，並且更精準。專家指出，海馬
士可能改變俄烏戰力平衡。

美國這次再提供烏克蘭4具海馬士後，烏
軍擁有的海馬士將增加到16具。

抗俄重要武器 美再提供烏克蘭4具海馬士

資深媒體人指出，高齡79歲的美國總統拜
登（Joe Biden）上任才1年半，就出現大量失
言、認錯人、行動遲緩等負面事件，讓人擔心
年齡是否對其執政造成問題；加上他的支持率
也不斷下降，政府高層或許很快就須考慮動用
《美國憲法第25條修正案》（25th Amend-
ment），由副總統和內閣宣布拜登無法繼續履
行職務，將他趕下台。

英國資深媒體人皮爾斯摩根（Piers Mor-
gan）投書《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稱有太多事件能夠讓人質疑拜登的行為能力，
包括想不起其他人的名字、走路姿勢無力、騎
腳踏車時摔倒、思緒有時會突然短路、在重要
國際會議中睡著、減少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次數
，以及經常口誤，如將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叫成 「總統」 、把 「烏克蘭人」 說成
「伊朗人」 等。

而根據民調，拜登自2021年1月20日就職
至今僅1年半，支持率卻已跌至33%，且接近

80%受訪者認為美國 「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
」 ，甚至有64%民主黨選民希望由其他人參選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但拜登卻拒絕承認自身
的失敗，反而不斷指責其他人，包括中國大陸
、俄羅斯和共和黨等。

皮爾斯摩根指出，英國近期才出現 「逼宮
」 事件，成功讓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走
向下台之路；美國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也存
在類似的 「合法政變」 手段，即《美國憲法第
25條修正案》，且動用這項絕招的時刻 「可能
很快就會到來」 。

若美國副總統與內閣認定總統已不具備繼
續履行職務的能力，可依據《美國憲法第25條
修正案》第4項： 「一旦副總統與行政部門或
國會得為法律規定之其他機構中之過半數主要
官員以書面遞交參議院臨時主席及眾議院議長
，聲明總統不能行使權力與執行職務時，副總
統應立即代理總統職權。」

拜登太爛 名人：美國恐很快面臨 「政變」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8月可能造訪台
灣，將是25年來首度有美國眾院議長訪台。
「華爾街日報」 指出，這會是美國相挺的重要
展現，裴洛西或將意識到，台灣需有更好的防
衛。

「華爾街日報」 （WSJ）今天報導指出，
英國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率先披露
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消息，儘管辦公室
尚未證實，但消息傳出後已引發中國不滿。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如果裴洛西訪台，
將 「嚴重衝擊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 「中方
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 。

拜登政府今年3月派出由美國前官員組成的
代表團訪台時，以及前總統川普政府當時派出
國務院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和衛生部長
艾薩（Alex Azar）訪台時，中國也是這樣回應
。

根據 「金融時報」 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
白宮曾對裴洛西此行表達關切。

「華爾街日報」 此文指出，裴洛西理應得
到政府支持。文章寫道，外國勢力不該對美國
官員到何處訪問說三道四，美國不想挑起與中

國的對抗，但裴洛西出訪不會改變美國對台灣
地位的立場，這位議長知道如何駕馭外交政治
。 「華爾街日報」 還說，裴洛西和她的同僚也
可能了解到，美國正在失去阻止中國侵台的能
力。

去年10月，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警告說，
現在兩岸情勢是他從軍40年以來最嚴峻的時刻
，中共目前已有犯台能力，但要付出成本；
2025年成本將更為降低，並具備全面犯台能力
。

中國最近的軍演演練如何切斷外國對台灣
的支持，美國智庫 「戰爭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4月分報告也說，考慮到
攻占台灣，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 「加強對未來
城市戰的研究、訓練和準備」 ；與此同時，北
京關注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觀察西方在捍
衛自由國家不受外國侵略的承諾上有何作為。

這讓台北和華盛頓了解到，要阻止中國入
侵，現在就要加強保台能力。西方未能阻止俄
國總統蒲亭侵略烏克蘭，以致烏克蘭和世界經
濟蒙受了可怕的後果，裴洛西象徵性展現對台
支持會受到歡迎，但也得有軍事力量做後盾，
才真能展現威嚇效果。

裴洛西傳8月訪台 WSJ：或將意識到台灣需更好防衛

美檢今天表示，前總統川普前幕僚巴農認為自己 「凌駕於法
律之上」 ，違抗聯邦眾議院調查1月6日國會大廈暴動發出的傳
票，拒絕在議員前作證，有關他藐視國會的聯邦審判已展開。

眾院委員會發出數十張傳票，要求有關人員就川普支持者
2021年1月6日襲擊國會一案作證，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擔任川普操盤手的前白宮首席
顧問巴農（Steve Bannon）便
是其一。

綜合法新社與路透社報導，
68歲的巴農不願出席作證，且
拒絕配合傳票交出與襲擊國會
大廈和導致這場事件的相關資
料，被控兩項藐視罪名。

檢 察 官 范 恩 （Amanda
Vaughn）今天在華盛頓的法院
對12名陪審員和兩名候補陪審
員組成的陪審團說： 「被告認

為他凌駕於法律之上。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的原因。」
范恩說，去年9月發出的傳票 「沒有選擇性。這不是請求。

也不是邀請。這屬於強制性。」
她說： 「即使在國會駁回他拒絕遵守傳票規定的理由後，他

仍無視命令，不理會可能因此遭刑事起訴的多重警告。」

巴農的委任律師柯可蘭（Evan Corcoran）否認巴農無視傳
票，表示雙方當時正在為作證日期 「進行協商與討論」 ，仍有空
間存在，並指出這是眾院委員會的標準程序。

調查小組說，在數以千計川普支持者衝進國會大廈，企圖阻
止國會認證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勝選的前一天，巴農與川普談過話
。

柯可蘭表示，控告巴農藐視的決定具有政治動機，還說 「政
治是美國聯邦眾議院的命脈，這 「侵犯了他們做出的每一項決定
」 。

范恩說，委員會有理由相信巴農和其他川普顧問可能掌握有
關白宮與國會攻擊者之間的聯繫資訊。

巴農拒絕作證數個月後，本月終於同意配合眾院調查，檢方
此前表示，此舉是 「避免被究責的最後一搏」 。

巴農的律師曾試圖推延審判，但美國地方法院法官尼柯爾斯
（Carl Nichols）駁回這項請求。

倘若巴農在預計迅速進行的審判中被判有罪，恐將因這兩項
罪名別被判30天至一年徒刑。

巴農被控藐視國會美檢：他自認凌駕於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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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華政策“五觀”出現嚴重偏差
王
毅：

同布林肯舉行會晤 指中美關係仍未走出上屆美政府製造的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2022年7月9日，中國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印尼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後同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舉行會晤。雙方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了

全面、深入、坦誠和長時間的溝通。雙方都認為，此次對話是實質性的，也

具有建設性，有助於增進彼此相互了解，減少誤解誤判，並為兩國未來高層

交往積累了條件。

王毅說，當前，中美關係仍未走出上屆美
政府製造的困境，甚至還在遭遇越來越

多的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
曲，現實狀況被所謂“政治正確”所綁架，
發展方向面臨被進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險。根
本原因是美方的對華認知出現了問題，由此
制定的對華政策自然也偏離了正確軌道。美
國對華政策中的一些自相矛盾和言行不一，
從深層次反映出美方的世界觀、中國觀以及
中美歷史觀、利益觀、競爭觀都出現了嚴重
偏差。許多人由此認為美國正患上越來越嚴
重的“中國恐懼症”。如果任由這種“威脅
膨脹”發展下去，美國對華政策將是一條走
不出去的死胡同。

促美認真對待中方四份清單
王毅表示，中美關係擺脫困局的根本遵

循是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中方始
終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三原則發展中美關係。美方應
將拜登總統“四不一無意”重要承諾真正落
到實處。王毅強調，既然美方承諾不尋求改
變中國體制，就應該尊重中國人民選擇的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停止抹黑攻擊中國政
治制度和內外政策。既然美方承諾不尋求打
“新冷戰”，就應該摒棄冷戰思維，不搞零
和博弈，停止拉幫結夥搞“小圈子”。既然
美方承諾不支持“台灣獨立”，就應該停止
掏空歪曲一個中國政策，停止在台灣問題上
“切香腸”，不得打“台灣牌”阻撓中國的
和平統一進程。既然美方承諾無意同中國發
生衝突，就應該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不要打着人權、民
主旗號損害中國正當利益。美方還應盡快取
消對華加徵的關稅，停止對中國企業的單邊
制裁。

王毅強調，美方表示要給中美關係加裝

“護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才是兩國最可
靠的“防護”。只有切實履行各自在三個聯
合公報中所作承諾，堅持正確方向，及時排
除路障，打通前行道路，雙邊關係就不會脫
軌失控。否則，再多的“護欄”也起不到作
用。雙方應遵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避免
對抗、合作共贏的精神，探討確立雙方的行
動指南。要建立落實兩國元首共識的渠道，
更好協調各領域各部門的交往。要妥善管控
矛盾分歧，努力解決突出問題。中方據此向
美方提出四份清單：要求美糾正錯誤對華政
策和言行的清單、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清
單、中方重點關切的涉華法案清單、中美8個
領域合作清單，希望美方切實認真對待。

王毅就台灣問題全面闡述了嚴正立場，
要求美方必須謹言慎行，務必不要向“台
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務必不要低估
中國人民捍衛領土主權的堅定決心，務必不
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顛覆性錯誤。王毅還就
涉疆、涉港、海上問題等據理批駁了美方的
一些錯誤觀點。

重啟人文交流加強公衞合作
布林肯介紹了美方的對華政策，表示美

方不尋求對華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
國體制、不挑戰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尋
求圍堵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尋求
改變台海現狀。美致力於管控雙邊關係中的
風險因素，對同中方開展合作持開放態度。

雙方就對等互惠推動中美聯合工作組磋商
取得更多成果達成共識，同意相互為雙方外交
領事人員履職創造更好條件，重啟人文議題交
流磋商。雙方還同意加強氣變、公共衞生等合
作。

中方還提出了中美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
的設想。雙方並就烏克蘭問題、朝鮮半島局
勢等深入交換了意見。

重啟合作交流機制 助中美消弭誤判與對抗
國際問題專家周虎成就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毅9日同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舉行會晤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此次會談是一次重要的面對
面交流，亮點有三，一是美方明
確提出了對華政策的“六不”方

針；其次中美在經貿、外交領事、人文議題、氣候變
化、公共衞生等合作領域取得了新進展；最後為中美
在亞太地區的良性互動創造了更多可能性。他指出，
給中美關係加裝“護欄”是一個新提法，但無論如
何，都需堅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大護欄”，而中
美重啟合作交流機制，將有助消弭誤判與對抗。

周虎成表示，過去一年來，中美關係尚未走出上
屆美政府製造的困境，甚至還在遭遇越來越多的挑
戰。其中使中美關係不穩定風險不降反增的兩個方面
必須重視：一是特朗普政府留下的中美貿易爭端負影
響仍然在發揮慣性作用，二是拜登政府重拾所謂西方
價值觀，操縱相關議題設置，戴着有色眼鏡和中國打
交道。

解決四清單中美關係將回暖
周虎成稱，美方在本次會談中正式提出要給中美

關係加裝“護欄”，這是一個新提法。事實上“護
欄”早已存在，即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他認為，堅守
這個“大護欄”，很多小的護欄自然如影隨形。破壞
這個“大護欄”，其他所謂“護欄”亦難存附。

他強調，中美之間的相互尊重是“護欄”建設的
前提、和平共處是“護欄”建設的目標、避免對抗是
“護欄”建設的保障、合作共贏是“護欄”建設的指
針。“這就需要美方認真傾聽中方的聲音，理解協商
民主的價值，而不是自說自話、自作主張。”他說，
在本次會談上，王毅外長提出四份清單，包括要求美
糾正錯誤對華政策和言行的清單、中方關切的重點個
案清單、中方重點關切的涉華法案清單、中美8個領
域合作清單。若能解決，中美關係的好轉趨勢將呈現

整體回暖的積極變化。

美方承諾是否落實待觀察
談及本次會談亮點時周虎成表示，美方明確提出

了對華政策的“六不”方針，但該方針是一種政治承
諾，是否能落到實處尚待觀察。其次中美在經貿、外
交、人文、氣變、公衞等合作領域取得新進展，“上
述領域曾因美方操縱相關議題出現停滯。重新開展合
作，修復合作空間，拓寬合作邊界，對中美雙方都是
好事。”此外，中美為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創造了更
多可能性。由於近年美方頻繁插手亞太事務，通過美
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
係”等新機制，不斷加大對亞太區域干預力度。因此
美國需管控“世界警察”的野心，不要總把中國當成
戰略對手，挑撥中國與亞太區域國家間關係，還亞太
一個和平、合作、繁榮的空間。

中美正常交往對世界也很重要
據報道，王毅與布林肯會晤，雙方都認為，此次

對話是實質性的，也具有建設性，有助於增進彼此相
互了解，減少誤解誤判，並為兩國未來高層交往積累
了條件。周虎成對本報表示，“實質性”在於中美開
始重啟合作交流機制。他指出，只有交流才能認知對
方的核心利益關切，只有合作才能讓雙邊關係越走越
遠。合作的慣性起來以後，才能夠消解對抗的慣性，
才能重新建立友好的壓艙石。 而“建設性”則在於中
美關係開始邁過低谷，向上攀升。

他強調，中美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的正常
交往不僅對兩國很重要，對世界也很重要。“雖然中
美關係很複雜，但可怕的不是複雜，而是面對複雜一
味加壓，陷入意識形態僵化的泥潭不能自拔。”他
稱，解決問題的鑰匙已經在美方手裏，只有美方改變
遏制中國、視中國為最大對手的競爭戰略，中美關係
自然會在雙方人民的交往中、在經貿人文的交流中逐
步恢復到常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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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2022年7月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應約會
見加拿大外長喬利。

喬利表示，加方重視加中關係，願同中
方相互尊重，加強溝通，以務實態度合作應
對共同關切，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軌。加中
經貿往來密切，兩國受益良多。雙方在氣候
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多邊事務中保持密切協
調合作。加方支持多邊主義，主張遵循聯合
國憲章宗旨原則。值此全球和平安全面臨挑
戰的關鍵時刻，希望中方作為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發揮重要作用。

王毅表示，中加關係曾長期走在中國同
發達國家關係的前列，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
在在利益。中加從來不是對手，而是夥伴，
中國從來不是威脅，而是機遇。健康穩定的
中加關係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期待，也符合雙
方共同利益。中方重視加方積極表態，希望
落實到行動上，在涉華問題上尊重事實，謹
言慎行，要切實做到相互尊重，同中方相向
而行，着眼長遠，增進了解，消除誤解，建
立互信，推動中加關係重回正軌。

王毅表示，中加都主張堅持多邊主義，

支持國際關係民主化，維護全球化時代潮
流，雙方可以開展更多協調，聚焦更多正能
量，共同推動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
次締約方大會第二階段會議取得成功，加強
抗疫合作，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中加從來不是對手而是夥伴

◆當地時間7月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在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應
約會見加拿大外長喬利。 新華社

◆7月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左）在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後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
晤。 新華社

象爸爸細心照顧
小象 成長無憂

雲南“亞洲象救護與繁育中心”見聞：

七 主公
位於中國雲南西雙版納“亞洲象救護與繁育中心”

裏，生活着被救助並正在接受野化訓練的亞洲象。在2022中

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前，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中心，見到了“老朋友”

亞洲象“然然”和牠快三歲的女兒“景景”。被大家稱作“七公主”的小象

景景，在“象爸爸”們的照顧下健康成長，每天在林子裏野化訓練時，都卯足了

勁地撒嬌賣萌，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雲南報道

自
創
﹁象
語
﹂與
象
溝
通

“亞洲 象 救
護 與 繁

育中心”位於雲南西雙
版納野象谷，先後參與救

助亞洲象20餘次，成功救助
了11頭象，繁育9頭小象。
景景是中心出生的第七頭小

象，所以大家喜歡叫牠“七公
主”。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樣，

景景每天出來進行野化訓練時都興奮無
比，腳踢水桶、鼻子拔草…… 森林就
是牠的遊樂場。或許是看到香港文匯報
記者在拍攝，景景用鼻子捲起樹葉甩在
頭頂給自己做了頂遮陽帽，搖頭晃腦展
示完以後，又覺得不方便就把帽子甩了
下來。

據了解，每天到野外活動，並不
是景景小朋友的“專利”，經過救助暫
時在這裏生活的亞洲象，野化訓練都是
牠們每天的必修課。“象爸爸”陳繼銘
介紹，在這裏每頭象都會有專職的“象
爸爸”照顧，他們每天除了大便觀察、
體溫測量、洗澡降溫、食物準備外，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帶牠們走到林子裏，進
行野化訓練，因為雖然牠們現在生活在

中心裏，但終有一天是需要放歸森林
的，每天的野化訓練，就是要鍛煉牠們
的野外自己覓食和生活的技能，為將來
放歸做準備。
說是到野外，其實就是從中心裏走

兩步就到了的林子裏。在野外活動時，
小象一會頭貼媽媽撒嬌，一會又找“象
爸爸”互動，自由自在很是愜意，而象
媽媽然然，一直悉心守護在愛女身旁。

母親“然然”曾獲救護中心救治
然然已經是香港文匯報的“老朋

友”了。2005年7月，約3歲的小象然
然被鐵夾夾傷，傷口感染潰爛，危及生
命，81人的營救隊伍趕赴野象谷成功
將小象捕捉，並護送到救護中心，後來
在中心得到了成功救治，並愉快地生活
着。香港文匯報在2007年的時候就報
道到然然的救助故事，去年又為讀者講
述了照顧然然的“象爸爸”的故事。

2019年9月21日，17歲的“然然”
在救護中心生下了自己的第一個寶寶——
小公主“景景”，母女平安，如今快三歲
的景景活潑好動，已經能夠順利地進行野
化訓練了。

雲南西雙版納“亞洲象救護與繁
育中心”是中國目前唯一研究繁育
及救助亞洲象的基地，也是全國最
大、最集中的亞洲象種源繁育和
救助中心，為亞洲象的研究、檢
測、救助等提供技術力量支撐。

該中心通過不斷探索和實踐，在亞洲象繁育技
術方面取得了較大成效，並實現了亞洲象保護
管理領域標準化“零”突破，不但為亞洲象救
助保護、繁育發展、科研監測等提供了支撐，
還為研究亞洲象野化、野放和開展研學活動
提供了種源和平台。

截至2021年12月，這裏已成功繁育出
9頭小象。其中，通過人工干預成功繁育
小象3頭，填補了中國在亞洲象繁育技術
領域的空白。多年來，該中心組建的亞洲
象野外救護隊伍，多次冒着被野象攻擊的
危險，參與救助野生亞洲象20餘次，有效
保障了野生亞洲象的生命安全，為全球野生
動物保護、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展示了
“中國樣本”。

亞洲象救護與繁育中心

◆小象景景和牠的媽媽然然都非常聽“象爸爸”李太平的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香港文匯報於2007年9月
30日報道然然的救助故事（上
圖），2021年8月5日報道照
顧然然的“象爸爸”的故事（下
圖）。 資料圖片

2022年7月18日（星期一）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凌晨曦

跟隨“象爸爸”李太平一路
走來，調皮的景景雖然搖頭晃腦、
左轉右拐，但卻非常聽李太平的
話，李太平一個簡單的詞語，景景
會很快停下腳步，或者就不再去擺
弄樹枝。這是什麼神技？

原來，“象爸爸”們與亞洲
象溝通，自創了一套“象語”。李
太平說，這些“象語”多是以傣語
為基礎的，都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指
令，比如帶牠們出來，對牠說
“MA”（拼音），牠就會跟着過
來；叫牠走的話，就說“BAI”；
如 果 叫 牠 不 要 走 ， 就 會 說
“HO”，因為一直跟牠們這樣
說，亞洲象們也就都能聽懂了。
“象爸爸”是對中心裏照顧受

助亞洲象工作人員的稱呼，他們
每天和這些象相處，像呵護自己
孩子一樣照顧着這群亞洲象。野
外嚴重受傷的“然然”“平平”
“昆六”、失去母親照顧的孤兒
象“小強”“羊妞”“龍龍”等
亞洲象，在他們的精心照料下健
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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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明中国

今年 5月，历时 3年多建设的新疆博物馆二期新馆正式开放，
全新推出的展览、首次亮相的文物、高科技展示手段和互动设
施，令文博爱好者心驰神往。

新馆落成后，新疆博物馆建筑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其中，公
众服务区域和文物典藏区面积占建筑面积的70 %以上，年观众接
待能力达到200万人次。新馆建筑呈“口”字形，与原来的场馆有机
结合，形成一个“合”字形空间，寓意新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现
民族融合、和谐发展。

近500件展品首度亮相

哈密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彩陶器，记载东汉敦煌太守打败匈
奴之战的裴岑纪功碑，十六国时期西凉秀才对策文，见证唐代丝
绸之路繁华的波斯银币……徜徉在新疆博物馆全新推出的“新疆
历史文物展”，仿佛置身于穿越古今的时空隧道。数千年来，新疆
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创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新疆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张蕾介绍，“新疆历史文物展”自策划
筹备至开放历时 4 年，以中国通史新疆地方史为脉络，分为先秦时
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辽金时期、元明时
期、清时期7个部分，展出文物1570件（组），其中近500件展品为首
次与公众见面。

位于罗布泊沙漠的小河墓地是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
一，年代为距今约 4000-3400 年。展厅里有两件首次公开展出的
小河墓地木俑，一件高大的男俑，一件小巧的孩童俑，都身着毛
布斗篷。有趣的是，当你从侧面观察，会发现两件木俑的脚尖都
是朝后的。为何这样设计？专家至今未找到答案。

来自托克逊县阿拉沟墓葬的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是新疆地
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丝绣作品。该刺绣黄色绢地，用红、黄、绿

（蓝） 等丝线绣出凤鸟纹。凤鸟头部残缺，身躯等部分清晰可见，
为飞舞回首形态，丰满矫健，其羽状饰用多色线绣，针脚均匀细
密，线条流畅。这件绣品上的凤鸟纹造型与湖南长沙楚墓文物中
的凤鸟纹饰如出一辙，充分印证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新疆与中
原地区就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

焉耆县金疙瘩遗址出土的汉代八龙纹金带扣精美绝伦，引人
驻足。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形，由金质模压捶揲成型。扣面
凸显 1 条大龙和 7 条小龙，作群龙戏水状，在激流漩涡间翻腾跳
跃，首尾相顾，扬爪摆尾，动感十足。整件带扣工序繁复，图案
设计极为精巧，是一件难得的精品。专家认为，八龙纹金带扣应
是汉朝赏赐给西域城郭王公贵族的礼物，体现了汉代中央皇权对
西域的统治权威。

“我们遴选展品时有一个原则，就是体现新疆考古新成果、新
发现、新研究。”张蕾说，目前新疆有 11 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其中10项在“新疆历史文物展”不同展厅有所呈现。

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之一，这里出土的800余件文书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
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其中的木简为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
物。文书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
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展厅设专区陈列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
的部分纸质文书和木牍，旁边还展示了烽燧的立面复原模型，让
观众感受新疆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成果。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举世闻名。这次展览在原有的展品基
础上，新增了不少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纸质文书，它们从多
方面证实了当时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主权与治权，也反映出唐
代汉字已作为官方文字在西域广泛使用。

科技手段增强互动

开放、互动、科技感强，是新疆博物馆新馆给人的第一印
象。进入博物馆，首先看到一块触摸互动大屏，点击屏幕上的文
物图，便会出现3D影像及相关文字介绍，用手指可以操控图片旋
转，从不同角度品鉴文物。

一个白色机器人立在前厅，热情地跟观众打招呼：“你好！欢
迎来到新疆博物馆。”它是新疆博物馆的特殊导览员，观众可以跟
随它步入展厅，询问它有关文物的知识，它能够一边语音作答，
一边将文字显示在胸前的屏幕上。

在“先秦时期”展厅，有关石器制作和使用的动画小游戏吸
引了许多小朋友参与。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展台旁，

以多媒体方式介绍了汉代纺织技术的先进。在“隋唐时期”展
厅，电子屏上显示着唐代丝绸之路商队路径，轻触屏幕，一列骆
驼缓缓走出，分别代表不同路线的商队，点击骆驼身上的按钮，
即可欣赏古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精美文物。

科技的力量让很多不在现场的文物以数字化形式与观众见
面。在“元明时期”数字展台前，长约2米的电子屏滚动呈现了故
宫博物院收藏的 《丝路山水地图》 电子版全图，手指点击图上的
地名，便会出现此地如今的地理位置，方便观众今昔对照。“遗失
海外的壁画投影空间”以投影方式展现了流失海外的新疆古代壁
画，令观众大饱眼福。

测试文博知识的滚筒、抽拉盒，“手绘文物”电子画板，文物
图案华容道游戏抽屉……这些互动设施体现出展陈设计的精细用
心。据介绍，位于新馆一楼的文物修复室将定期对观众开放，让
观众了解文物修复过程。

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

漫漫黄沙中，穿过一个个棱形、圆形、桨形的胡杨木桩，来
到神秘的小河墓地考古现场……这是新疆博物馆新馆上线的数字

博物馆沉浸式体验项目“新疆文物古迹一站游”。戴上 VR 眼镜，
就能开启一场奇妙的漫游。

新疆博物馆2万多件文物已基本实现数字化，新馆推出“新疆
文物古迹一站游”“文物活化舞台剧”“全景科普服务观众”三大
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文物资源进一步“活起来”，为观众奉上文化
盛宴。

“新疆文物古迹一站游”以全景VR技术展示新疆各类文物古
迹，将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有机融合，打造“一站式”畅
游新疆历史古迹的文旅长廊。

“文物活化舞台剧”以馆藏文物、克孜尔千佛洞等为切入点，
结合新疆古代与现代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一个个精彩故事，反
映新疆自古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舞台剧包括“五星出东方”

“龟兹乐舞”“古往今来”“小河公主”“音韵和鸣”5个剧目，采用
全息投影技术将文物融入生活场景，生动还原文物所处的时代背
景和社会生活风貌。

“全景科普服务观众”通过数字化展示交互系统打造个人专属
的展陈互动空间。参观者可以策划自己的虚拟展览，并亲自动手
进行“陈列布展”或“修复文物”。

张蕾介绍，接下来，新疆博物馆还将研发更多沉浸式体验项
目，让观众多角度深入感受新疆历史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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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疆博物馆新馆

翻开民族融合多彩画卷
本报记者 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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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訊】節慶氣氛濃
厚的七月，華埠社區又傳出美
好消息：有著休士頓人盡皆知
「中國城市長」 稱號的社區領
袖李雄，因為多年對社區的貢
獻及無私的服務，獲得2022
年休士頓年度人道主義獎
(Houston Annual Humanitari-
an Award)，即將在24日週日
晚間於 Royal Sonesta 舉行隆
重頒獎典禮，福斯電視26台
並將於現場進行live轉播。

今年是休士頓人道主義獎
項成立以來第八屆，每年選出
持續關懷弱勢，以善意、勇氣
、愛心及慈善精神為社區付出
的人，成為這個獎項的得主。
發起成立這個獎項的組織名為
「隨機的善意行為」 （Ran-
dom Acts of Kindness) ，最
初本著同理心同情心關懷社會
，並且有感於生活中常常看到
聽到的勇者、警方、第一線救
援人員等真實事蹟，而結合了
商業人士、教會機構、以及其
它慈善團體的力量，加上來自
前市長 Annise Parker，及現
任市長Sylvester Turner 的支
持，而成立發展此獎項。數年
間，休士頓人道主義獎已由草
根性強的社區獎項，成為廣受
矚目的年度典禮，在7月25日
「隨機善意行為日」 前後擇期
盛大舉行。

認識李雄的人都知道，他
一向認為 「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 ，長年熱心投入社區
服務工作，而且很多規劃更是
創舉；尤其是擔任起華裔以至
亞裔社區，與主流社會的橋樑
媒介，在任何需要的情況中，
他總是率先表示 「I can help
」 。今年他即將被頒發 「人道
主義獎」 的消息傳出，並且是
年度得獎者中唯一的華裔，不
同族裔的社團及友人，都紛紛
表達欣喜祝賀，並期待在24
日表達支持，慶祝此實至名歸
的榮耀。

社區領袖李雄獲頒2022休士頓年度人道主義獎項

社區領袖李雄社區領袖李雄，，多年來投入社區服務不遺餘力多年來投入社區服務不遺餘力，，圖為今年春季由西南區管委會圖為今年春季由西南區管委會
舉辦的舉辦的 「「March for CrimeMarch for Crime」」 頒獎表揚優秀警界人士時頒獎表揚優秀警界人士時，，管委會主席李雄與警界代管委會主席李雄與警界代
表表、、管委會其他董事管委會其他董事、、貴賓包括第四區區長貴賓包括第四區區長CagleCagle及台北經文處處長羅復文等合及台北經文處處長羅復文等合
影影。。

今年國慶日今年國慶日Liberty FestLiberty Fest 園遊會現場園遊會現場，，主辦單位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委主辦單位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委
員會主席員會主席David PetersDavid Peters ，，與辛苦負責維安的警方代表與辛苦負責維安的警方代表，，和李金龍舞獅團包括得到和李金龍舞獅團包括得到
世界冠軍的擊鼓名師合影世界冠軍的擊鼓名師合影。。 Liberty FestLiberty Fest 吸引數千人次參加吸引數千人次參加，，是西南區管委會年是西南區管委會年
度經典活動度經典活動。。

Houston HumaniHouston Humani--
tarian Awardtarian Award 休 士休 士
頓年度人道主義頓年度人道主義
獎今年是第八屆獎今年是第八屆
，，李雄是唯一亞李雄是唯一亞
裔獲獎者裔獲獎者。。頒獎頒獎
典禮即將於典禮即將於 2424 日日
晚於晚於 Royal SonesRoyal Sones--
tata 舉行舉行，，福斯電視福斯電視
2626 台將現場轉播台將現場轉播
典禮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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