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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涉經營非法線上賭博平台涉經營非法線上賭博平台 中國商人在泰遭逮捕中國商人在泰遭逮捕
（中央社記者呂欣憓曼谷15日專電）中國商人佘智江因為經營非法線上賭博

平台遭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泰警10日拘留了佘智江並取消他的泰國簽
證。根據中媒報導，佘智江在柬埔寨和緬甸都有備受爭議的賭場計畫。

法新社報導，泰國警方 13 日表示，已經在 10 日拘留了 40 歲的佘智江（She
Zhijiang），並取消了他的泰國簽證，泰國的公設檢察官表示將向法院申請佘智江
的逮捕令。

佘智江正在等待被引渡回中國，泰國和中國簽有引渡協議，不過相關程序可
能要耗費數個月。

2012年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對佘智江發出紅色通緝令，內容提到佘智江
因為在中國涉嫌經營賭場可能面臨刑責，最高可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紅色通緝令的內容並提到，2018年到2021年間，佘智江帶領黑幫組織登記公
司，並開始研究經營線上賭博平台，佘智江設立了3個線上賭博網站，不法所得高
達1億5000萬人民幣，而且都被轉到境外去。通緝令內容也提到佘智江出生在中
國湖南，不過有柬埔寨護照。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佘智江2012年起就開始躲避中國官方的追捕，他在柬埔
寨和緬甸的KK園區（Shwe Kokko）都有備受爭議的賭場計畫，在菲律賓也有彩券
相關的事業。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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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Ji Jiafeng has passed away.
Her husband, My Yang Jia Hwa, who has
been married for many decades also passed
away not too long ago. This model couple in
the Houston Chinese community has made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for many years,
leaving their legacy and gratitude for everyone.

I once read her book, “Hello Houston,”
which guided the couple to grow up in the
most difficult day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era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whole family many times ate only
rice with soy sauce, but by the time s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hard work, she
became a professor in the universit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uccess story for the new
immigrant. Now she will be united with her
husband in Heaven. It should be a good
ending with no regrets.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due to
war and civil war in China, many Chinese left
their country to seek a better life. Professor Ji
was one of them.

Our community lost one of its leaders.
Her contributions will be remembered forever.

0808//1313//20222022

Educator Dr. Ji Jiafeng Has Passed AwayEducator Dr. Ji Jiafeng Has Passed Away

國會眾議院週五以二二O對二o七票通過
了民主黨所提七千五百億之民生反通膨法案，
也是拜登政府一次重大之勝利，總統將會立即
簽署生效。

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氣候變遷
及醫療政策之重大改變，將近
三千七百億之経費將用於清潔

能源及氣侯變化之項目，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
之新能源投資其中將獎勵節省能源之新項目。
此法案之通過，對民主黨而言，在期中選

舉也許是件非常重要之發展，就以目前美國面
臨之國內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對執政黨是非
常不利的。
我們樂見民生法案之通過，但是如果籌措

財源是一大問題，政府大量之支出，只有造
成政府繼續債台高筑。

國會通過重大民生法案國會通過重大民生法案 教育家季家鳳離世教育家季家鳳離世
著名休斯敦教育家季家鳳近日去

世，和她結縭數十載的楊家驊先生亦
於年前離世，這對休斯敦僑學界的模
範夫妻，多年來貢獻非凡，為大家留
下永遠之追憶和感謝。
我曾拜讀她的長篇著作”你好休

斯敦”，導盡了她們生長在中國大陸
最艱困之日子，並經過文革時代，整
家人共食醬油飯之日子，但是季教授
走出了時代之噩夢，年青時來到這塊
土地繼續打拼，博士、正教授、子女

爭氣成人，服務僑社從不落人後，如
今她走完苦難又完美的一生，和夫婿
在天上再聚，是美好的結局，應無遺
憾。
近百年來，由於中國戰亂或其他

原因，我們許多移居海外的華夏兒女
不論身處何處，仍然會凝聚在傳承文
化之巨樹下，發揮傳統文化人溺己溺
之精神，時時為社區送上溫暖，季家
凰老師就是其中表率，我們希望她一
路好走。

Congress Passes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Congress Passes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With a vote of 220-207,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the $750 billion
healthcare, energy and climate bill. This
represents a victory for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this bill represents a milestone for

Democrats and gives the party a chance to
achieve a long-sought policy objective ahead
of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This bill
also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care policy by giving Medicare the

power to negotiate the price of drugs.
We are happy to see the passage of this

anti-inflation act, but we still need to watch
how the money will be raised to pay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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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謀殺言論是卑鄙手段謀殺言論是卑鄙手段
----作家魯西迪無奈遇刺作家魯西迪無奈遇刺

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當今的普世價值, 只要
不違反法律, 人人都應具有表達不同思想與觀念的論述自由
。 擁有英美國籍的印度裔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
著作等身, 但卻因在 1988 年寫了一本書 「魔鬼詩篇」
（The Satanic Verses）而被穆斯林認為內容褻瀆神明，而
遭伊朗最高當局霍梅尼下達追殺令，並懸賞三百萬美金,從
此讓他面臨死亡威脅，為保命而四處躲藏逃生, 但在30多年
後,當他在紐約州演講時卻不幸在台上遭遭歹徒以利刃攻擊
，頸腹部受到嚴重刺傷，一度靠呼吸器保命,經搶救後幸運
存活，但一隻眼可能從此失明。

這真是不幸的事件,在魯西迪不幸遇刺後, 各界均表震撼,
唯獨伊朗主流媒體竟讚揚行凶的24歲歹徒馬塔爾, 伊朗政府
在沉默數天後才表示與暗殺無關, 並表達了官方立場:” 不
責怪或譴責任何人，魯西迪和他的支持者應為這次襲擊負責
，因為他通過寫作侮辱了伊斯蘭教的聖潔,並越過了 15 億穆
斯林的紅線！”

從伊朗政府的表態可見該國依然不放過魯西迪, 儘管在30
多年前因為對魯西迪下達格殺勿論令後造成英國與伊朗斷交
, 後來在1998年伊朗新政府對追殺魯西迪改採”不鼓勵也
不反對”的立場而與英國恢復了外交關係, 但追殺令和賞金
從未取消,顯然伊朗依然沒有原諒他,依然認為言論自由不能
作為”侮辱神聖宗教”的藉口， 換言之,任何人不能提出自

己對原聖旨不同思維和異樣觀念, 這分明就是扼殺言論自由
, 並為言論自由設下的屏障與框架, 那當然不是真正的言論
自由。

多年前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曾主導謀殺
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蘇吉之酷行已惡名昭彰，於法不容，連美
國中情局都已經掌握了十足證據，但時任總統川普為了美國
的國家利益,竟從容而不予追究, 他自欺欺人的理由是 :卡舒
吉的確不該被殺, 但我們得不到他被殺的真相，我也不完全
了解，而且沙爾曼再三告訴我們，他並未涉案。 “ 川普公
然說謊後，馬上露出生易人的嘴臉，他洋洋自得說，沙國已
同意在美國的商品和服務上花費4500億美元。

換言之，川普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國家付給美國足夠
的錢，這個國家就可以殺死任何它想要殺死的人，因此他根
本不介意殺害卡舒吉的人是否有道德和正義觀念，再加上沙
國與美國在對抗伊朗時又站在同一戰線上，所以他可以放縱
沙國在國際法和美國價值範疇內卑鄙的行為。

川普讓人權掃地，讓正義蒙羞，也讓美國很不偉大, 所
幸權威的時代週刊把包括被殺害身亡的卡舒吉等媒體記者評
為2018年的年度人物，稱他們為“真相的守衛者” ,媒體
人太重要了，就像卡舒吉與魯西迪，如果他們為追尋真理與
真相以捍衛價值而被當權者謀殺犧牲，卻還不能喚醒世人對
霸權者唾棄，那麼他們的努力將是徒勞白費的！

韓國致命暴雨韓國致命暴雨：：大水淹進首都圈大水淹進首都圈 淹進半地下室的家淹進半地下室的家
(綜合報道）韓國首都圈等地區遭遇暴雨襲擊

，部分道路封閉、房屋浸水、地鐵一度停運。記
者從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及中國駐韓國大
使館獲悉，截至12日6時，本次暴雨已造成包括
兩名中國公民在內的13人死亡，6人失踪，1492
人受災無家可歸。韓國氣象廳表示，此次降水已
創首爾開展氣象觀測以來新紀錄。

此次暴雨成因是什麼？造成多大的損失？當
地如何應對？反映出哪些問題？專家表示，作為
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中心的首都圈居住了超
過50%的全國總人口，住房無法滿足需求，以至
於半地下室成為選擇。此次暴雨成為了韓國政府
管理半地下室住房的重大考驗，暴露當地政府在
面對極端降水天氣應急管理措施不夠精準及時，
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短板。

據當地氣象數據顯示，8日，韓國氣象廳附近
站點測得1小時最大降水量達141.5毫米，3小時
達259毫米，6小時則達303.5毫米。韓國氣象廳
表示，此次降水已創下首爾開展氣象觀測以來的
新紀錄。

韓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王維月告訴南都
記者，首爾市江南區、九老區等地勢較為低窪地
區受影響最深，漢江南岸奧林匹克大路等地更因
路面積水，被臨時封閉，地鐵也一度停運。 “部
分站點出現了列車不停站的情況，導致平常四五
十分鐘的路程，開車都要兩三個小時。”

據公共安全警報顯示，8月10日2時起，八堂
水庫洩洪導致漢江水位上升，漢江邊公園實行全
面管制。 10日午間，羅同學發現，通往漢江的多
處入口已被封鎖，包括漢江附近地鐵站口均已拉
起警戒線。

暴雨同樣誘發了泥石流、山體滑坡等次生災
害。南都記者了解到，截至11日午間，首爾市和
京畿道共17處軌道被淹，9處堤壩潰口，46處山
體滑坡，上、下水道設施和水利設施受損各15起
，南漢山城等文物受損達40起。此外，共有3755
棟房屋和商舖被淹，9處擋土牆坍塌，40處泥沙
淤積，泥石流25起，農作物受淹面積為305公頃
。

印尼首臺
中國品牌新能源汽車下線

綜合報導 由中國汽車品牌五菱印尼工廠生產的首臺新能源汽

車——五菱Air EV在位於印尼西爪哇省勿加泗的五菱工業園下線。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艾爾朗加、工業部長阿古斯，中國駐印尼大

使陸慷出席下線儀式，並分別試駕了該款汽車。

艾爾朗加用中文贊賞該款車「很好」。他說，印尼民眾將能以

合理的價格購買到新能源汽車了，這有利於減少環境汙染。

艾爾朗加表示，該中資工廠生產的新能源汽車除在印尼市場銷

售外，還將向印度、埃及等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

陸慷肯定五菱印尼在當地創造了1萬多個就業崗位，積極響應

了印尼政府綠色經濟規劃。

據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總經理石國勇介紹，印尼政府已指定

該品牌新能源汽車為今年11月在巴厘島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

會官方用車。

五菱印尼工廠建於2015年，是最早在印尼投資建廠的中國汽車

企業，也是中國目前在印尼投資最大的汽車製造基地。工廠占地60

公頃，為當地創造了1萬多個就業崗位。

該工廠由主機廠與配套供應商企業共建園區，邀請供應鏈體系

內重要零部件企業一起「抱團出海」，首創汽車全產業鏈一起走出

去的「印尼模式」。

韓國首都圈暴雨已致8死
尹錫悅召開防汛工作緊急會議

綜合報導 韓聯社報道

稱，截至當地時間9日上午11

時，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

本部的統計顯示，此次首都

圈地區暴雨已造成8人死亡、

6人失蹤、9人受傷。對此，

韓國總統尹錫悅 9日主持召

開防汛工作相關機關緊急會

議，檢查各地受災情況，並

要求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及

相關機構迅速開展汛後恢復

工作。

報道稱，此次暴雨造成

的人員傷亡情況為 8人死亡

（首爾5人、京畿3人）；6

人失蹤（首爾4人、京畿2人

）；9人受傷（京畿）。與上

午6時的統計相比，死亡人數

增加了1人。

據報道，對於韓國突發

特大暴雨災害的情況，韓國

總統尹錫悅 9日主持召開防

汛工作相關機關緊急會議，

檢查各地受災情況，對連夜

暴雨造成的人員傷亡表示遺

憾，並指示相關部門、地方

政府、有關機構加強緊急工

作體系全力避免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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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政府開始加強

對首相岸田文雄、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的貼身警衛。有鑒於前首相安倍晉三遭槍

擊身亡，日本政府出於「不讓類似事件重

演」的危機感增加了警備人員數量，日程

信息管理也變得更為嚴格。

據報道，對安倍晉三遭槍擊案復盤檢

驗後，日本警方有意見認為有必要增加針

對離任首相的警護官（SP）人數。

8月8日是安倍晉三遭槍擊案發生滿1

個月。當日，松野博一在記者會上強調：

「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希望警方確

保今後各項活動及日常的警備工作萬無一

失。」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相周圍的

警護官人數已增加。首相府官邸內的日程

管理也做了調整，首相行程以後僅有極少

一部分人能提前知曉。

共同社舉例稱，松野博一的貼身警衛

同樣得到了增強。松野博一7月15至16日

訪問福島縣時，其身邊一直有警護官及當

地警察提供貼身保護，安保團隊人數在5

人以上，他們還提著防彈手提包。松野也

沒有離開住宿處，用餐均在酒店內完成。

在安倍晉三被襲身亡前，日本離任首

相身邊僅有1名警護官跟著的情況不在少

數。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加強對離任首相

的警備成為了一大課題。

韓國政府討論光復節特赦對象
韓媒：李明博或被排除在外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悅政府將首

次開展特赦，不過對象可能僅包括部分企

業家和民生犯罪人員。韓國前總統李明博

和前慶尚南道道知事金慶洙或不在赦免對

象之中。

據韓聯社9日報道，當日，韓國法務部

開始在政府果川辦公大樓舉行赦免審查委員

會會議，就韓國光復節（8月15日）特赦對

象進行審查。會議持續5個小時左右，部分

委員在會議結束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

前不宜公布審查內容，但特赦對象規模小於

預期。

韓聯社引述分析說，總統尹錫悅的施

政好評率不斷下降，赦免政界人士的輿論氛

圍不佳，因此李明博和慶洙恐等政界人員難

獲得赦免。相反，韓國政府或將通過赦免財

界人士化解經濟危機。由此三星電子副會長

李在镕、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錦湖石油化

學會長樸贊求等韓國企業高管有望被赦免。

據報道，光復節特赦名單將於12日經臨

時國會表決通過後對外公布。

據央視新聞早前報道，2020年10月，李

明博因涉嫌貪汙受賄等被判有期徒刑17年，

並處罰款13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800萬元

），追征犯罪所得57.8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3000萬元）。2020年12月，李明博被關押在

東部看守所時期也曾向首爾東部地方檢察廳

申請停止服刑，但被駁回。

李明博今年6月 27日因病離開被關押

的京畿道安養監獄，前往醫院接受檢查和

治療。2021年，李明博因糖尿病等痼疾三

度獄外就診，今年1月、2月也曾兩次入院

接受檢查。

今年6月，尹錫悅所屬的韓國執政黨國

民力量內部出現了「赦免李明博」呼聲。6

月8日，尹錫悅對此回應稱「這不是當前應

該談論的問題」。韓聯社指出，尹錫悅與李

明博曾是「冤家」。2018年，尹錫悅擔任首

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廳長期間，坐鎮指揮調查

李明博貪腐案，最終將李明博送入監獄。他

也因此受到時任總統文在寅的賞識，於2019

年被任命為檢察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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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介入解決全國供電危機
南非工會組織遞交300名專家名單

綜合報導 南非國有企業部證實，已經收到南非團結工會組織遞交

的300名電力專家名單。

在經歷了7月大規模限電措施後，南非時隔兩周於8月3日起重新執

行全國範圍限電。受此影響，南非貨幣蘭特匯率在7月底逐步企穩後再

度下跌，同時南非面臨的「供電危機」也遭到民眾批評。

面對日益增長的供電壓力，南非團結工會(Solidarity)向公共企業部部

長普拉溫· 戈爾和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德魯伊特遞交了一份包

含300名電力專家的名單。

據團結工會方面透露，這批專家擁有專業技術和經驗，同時渴望幫

助南非解決供電危機。其中，名單上大約70%的專家擅長發電領域，

16%的專家擅長配電領域，6%的專家則擅長輸電領域，此外還有大約

8%的專家提供商業管理和其他技能指導。

團結工會指出，當前南非面臨的供電危機已經不是單一某個政黨就

可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有關各方共同努力。此次遞交名單，意在通過

電力專家的介入，幫助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盡快穩定下來，爭取在第一時

間內有效緩解供電危機。

作為南非最重要的國有企業之一，南非國家電力公司此前十余年間

深陷債務危機。受發電機組故障頻發、設備缺乏維護、燃料價格上漲等

多重因素影響，南非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限電措施日益頻繁。特

別是在2022年，限電呈現「愈演愈烈」態勢，並嚴重影響到南非社會的

正常運轉。

巴西今年7月汽車產量
同比增長33.4%

綜合報導 巴西汽車製造商協會(Anfavea)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

巴西汽車產量為21.89萬輛，環比增長7.5%，同比增長33.4%。

數據顯示，7月，巴西轎車和輕型商用車產量為20.31萬輛，環比增

長8.5%，同比增長37.4%。卡車產量為1.27萬輛，環比下降4.8%，同比

下降14%。大客車產量為3130輛，環比增長4.6%，同比增長104.2%。

今年前7個月，巴西汽車產量累計為131萬輛，同比微降0.2%。其

中，轎車和輕型商用車產量為120.9萬輛，同比略降0.2%。卡車產量為

8.44萬輛，同比下降5.6%。大客車產量為1.64萬輛，同比增長38.8%。

就業方面，7月，巴西汽車行業就業人數為10.38萬人，環比增長

1.3%，同比增長1.1%。

與此同時，7月，巴西汽車出口4.19萬輛，環比下降11.4%，同比增長

76.3%。今年前7個月，巴西汽車累計出口28.81萬輛，同比增長28.7%。

巴西汽車製造商協會主席馬爾西奧· 德利馬· 萊特(Márcio de Lima

Leite)表示，今年7月，巴西汽車零部件短缺問題有所緩解，當月汽車產

量創下去年11月以來的最好業績。目前，巴西汽車製造行業復蘇步伐加

快，預計該國2022年汽車產量將達234萬輛，同比增長4.1%。其中，轎

車和輕型商用車產量達216.2萬輛，增長4.4%。

以色列重新開放加沙邊境口岸
聯合國中東特使：停火是脆弱的

以色列對加沙地帶邊境口岸重新開

放。早前，在埃及斡旋下，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的停

火協議生效。

據路透社報道，加沙邊境口岸開放

使得燃料卡車能進入加沙，為加沙唯一

一座發電廠增加電力供應。在此之前，

加沙地帶的電力供應維系時間已降低至

每天8小時。

以色列逐步解除對加沙限製
據央視新聞報道，以色列國防軍8

日宣布，盡管重新開放埃雷茲口岸、允

許燃料和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地帶，

但暫時禁止行人進出。據以軍方電臺報

道，口岸或最早於9日重新向巴勒斯坦

勞工開放。、

此外，一度關閉的以色列與加沙地

帶交界地區主要公路、鐵路等已於8日

恢復開放。在鄰近加沙地帶的以色列南

部地區，城鎮和社區公共生活服務恢復

正常，居民出行限製也已解除。

據路透社報道，8月8日，聯合國安

理會就巴以之間最近的暴力沖突事件舉

行會議。會上，聯合國中東問題特使托

爾 · 文內斯蘭（Tor Wennesland）說：

「停火是脆弱的。任何敵對行動的恢復

只會給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帶來破壞

性的後果，並使在關鍵問題上取得任何

政治進展的希望變得渺茫。」

各自宣布勝利
在停火協議生效後，沖突雙方都發

出了「勝利的信號」。8月 7日晚些時

候，傑哈德組織領導人齊亞德· 納哈拉

（Ziad al-Nakhala）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

，停火「是一場勝利」。

據報道，8月3日起，齊亞德前往伊

朗首都德黑蘭開展為期數日的訪問，期

間以色列國防軍發動了針對傑哈德的軍

事行動。

8月6日齊亞德在德黑蘭會見了伊朗

總統萊希。萊希表示，以色列「再次向

世界展示了其對（巴勒斯坦）侵略和占

領的行徑，但加沙人民的抵抗將加速以

色列政權的垮臺」。齊亞德就伊朗給予

的支持表示感謝。齊亞德7日所宣布的

「勝利消息」，正是在親伊朗的電視臺

上發布的。

與之相對的是，以色列總理拉皮德

在電視講話中說：「我們的所有目標都

實現了。加沙傑哈德組織整個高級軍事

指揮部在三天內就被成功消滅了。」

以色列強調，這次行動是對傑哈德

組織能力的一次「重大打擊」。一位

以色列軍事官員說：「毫無疑問，傑

哈德組織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它需要

時間來恢復。」根據這位軍事官員的

描述，傑哈德組織損失了兩名高級指

揮官，這將嚴重破壞其計劃和開展行

動的能力；傑哈德組織還有大約 20名

武裝人員在襲擊中喪生，大量的反坦

克武器和火箭彈生產及儲存設施被摧

毀。

這名以色列軍事官員還說：「我們

沒有消滅傑哈德組織，這也不是我們的

目標。」

還有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員宣稱，傑

哈德組織對以色列的情報和行動能力水

平感到驚訝。

對此，傑哈德組織強調，盡管該組

織的領導層和戰鬥力可能受到損失，但

它有能力向以色列提出條件，並保持團

結和凝聚力。

加沙生活艱難
據路透社報道，在以色列針對傑

哈德組織高級指揮官的行動中，至少

有 44 人被殺，其中 15 人是兒童；在

加沙地帶，還有數百人受傷，幾所房

屋被毀。

作為反擊，巴勒斯坦方面的武裝分

子向以色列發射了超過1000枚火箭彈，

使以色列南部地區和包括特拉維夫在內

的主要城市的居民紛紛逃往避難所。以

色列方面未出現嚴重的傷亡。以色列官

員強調這主要歸功於「鐵穹」防空系統

，該系統攔截來自加沙的火箭彈的成功

率約為96%。

路透社指出，因為擔憂沖突升級，

以色列小心翼翼地將行動重點放在傑哈

德組織上，而避免讓對加沙地帶有更大

影響力的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卷入

戰事。

加沙地帶是一個狹長的沿海地帶，

約有230萬人生活在此，並遭受著以色

列和埃及的封鎖限製。世界銀行數據顯

示，加沙地帶失業率接近48%，每天約

有1.2萬名巴勒斯坦人經埃雷茲口岸入境

以色列務工。每當加沙地帶局勢緊張，

以方通常會關閉埃雷茲口岸，限製巴勒

斯坦人入境。

巴西出現多起襲擊猴子事件
世衛：猴痘不怪猴子

綜合報導 隨著猴痘在南美地區流行

，巴西的猴子莫名「躺槍」了，近日，巴

西聖保羅州的一處自然保護區裏，就有10

只無辜的猴子慘遭襲擊。

當地時間8月9日，WHO發言人瑪格

麗特· 哈裏斯（Margaret Harris）在日內瓦

的記者上對此表示了譴責，她指出，不能

將巴西猴痘病例的激增歸咎於靈長類動物

，「人們需要知道的是，我們觀察到的

（猴痘）傳播是發生在人類之間的。」

巴西媒體「G1」報道稱，巴西聖保羅

州的裏約普雷圖市近期確診了3例猴痘病

例，隨後引發了該地區對猴子的襲擊。

在當地的森林地區，環保警察和動物園

組成的團隊一周內已經救援了至少10只遭襲

的狨猴和卷尾猴，其中1只在獲救時已經不

幸身亡，另外9只被發現有中毒跡象，治療

過程中，又有4只猴子沒能活下來。

動物園經理、獸醫吉爾赫姆· 格拉· 內

托 (Guilherme Guerra Neto)表示，目前尚

不清楚何種物質導致了中毒，「他們對抗

毒治療反應良好，等到恢復健康並能夠重

回野外時，我們將把這些動物送回他們的

群體之中。」

截至目前，

襲擊者還未被找

到， 但 警 方 在

現 場 發 現 了 捕

猴 陷 阱 ， 該 縣

發 表 聲 明 稱 ，

「 跡 象 表 明 ，

這很可能是蓄意

行動，與動物販

賣以及近期的猴

痘疫情有關。」

巴西全國打擊野生動物販運網絡總協

調員德內爾· 喬瓦尼尼（Dener Giovanini）

表示， 「自從有關這種新疾病（猴痘）

的信息出現後，我們註意到，由於無知，

巴西各個地方針對猴子的投石、迫害和下

毒的案件都有所增加。」

WHO數據顯示，巴西已確診1700多

例猴痘病例和1例死亡病例，發言人哈裏

斯強調，盡管叫做猴痘，但猴子並不是該

疾病的主要傳播者，與疫情無關，猴痘之

所以得名，是因為該病毒最初是在丹麥研

究用猴身上發現的，這種疾病存在於許多

動物身上，最常見於嚙齒動物。

哈裏斯指出，雖然猴痘病毒可以從動

物傳染給人類，但最近全球病例激增是由

於人與人之間的密切接觸傳播，人們「應

該關註病毒的人際傳播，而不是攻擊任何

動物」。

哈裏斯表示，控製疫情的最佳方式是

提高高危人群的意識，采取專業的醫護和

預防措施，「任何汙名化都會增加傳播風

險，如果我們將動物或者人汙名化，可能

導致更大規模的疫情爆發。」

英國提出節水目標：人均每天用水110升
綜合報導 英國環境、食品

與農村事務部近日推出節水目

標，力爭在2050年前將人均每

日用水量減少約25%，由目前

的145升降至110升。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報道，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

部在給水務監管機構自來水管

理局的指導文件中提

出上述目標。政府還

將鼓勵地方政府對新

建住宅采用更嚴格的

節水標準。另外，政

府打算討論針對家用

和商用產品使用強製

性節水標簽。

英國近年頻頻遭

遇極端高溫天氣和幹

旱，部分地區今年7月出現有

記錄以來最嚴重旱情。為節約

用水，漢普郡和懷特島郡上周

禁用水管澆洗，肯特郡、薩塞

克斯郡等地也定於本月中旬實

施同樣禁令。

另一方面，據水務行業預

測，到2050年，英國日均用水

量將增加40億升。為滿足這一

需求，水務公司著手計劃大幅

更新基礎設施，新建水庫和輸

水管。但業內人士指出，基礎

設施建設耗資巨大、耗時長久

，難解近渴，不如節水措施立

竿見影。

英國水務公司協會支持政

府節水方案，認為如果收緊建

築節水標準和對大型家電強製

實施節水性能評級，英國每天

用水量可減少超過20億升。按

照協會說法，生活習慣的點滴

改變也能產生巨大影響。比

如，用增壓淋浴器洗澡少花

一分鐘，可節水13升；用水桶

代替水管洗車一次能節水約220

升；使用新式馬桶水箱，每次

沖洗用水量可從9升水減少到5

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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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政治新聞網報導，白宮網站當地時間13日發布了美國總統拜登針對作家薩爾曼
•拉什迪前一天在紐約遇襲一事的聲明，拜登在聲明中譴責這是一次“惡毒攻擊”。

據美聯社此前報導，當地時間8月12日上午約11時，拉什迪在紐約西部的肖托誇舞台正準備演講時
，被一名突然衝到台上的男子刺了10多刀，隨後頸部受傷併入院接受治療。政治新聞網稱，當地官員告
訴美聯社，襲擊者出生在美國，父母是從黎巴嫩移民到美國的黎巴嫩人。關於拉什迪遇襲後的傷勢，拉什
迪的經紀人透露，拉什迪12日當晚仍需使用呼吸機，他手臂上的神經被切斷，肝臟也受損，並且可能會
失去一隻眼睛。

綜合政治新聞網報導及白宮網站發布的消息，拜登在一份針對此事的聲明中稱：“吉爾（第一夫人）
和我得知昨天在紐約發生的對薩爾曼•拉什迪的惡毒攻擊後感到震驚與悲痛”，“我們與所有美國人和世
界各地的人們一起，為他（拉什迪）的健康與康復祈禱。”

拉什迪在印度出生，1988年出版小說《撒旦詩篇》引發極大爭議。政治新聞網稱，伊朗宗教領袖霍梅
尼1989年因對《撒旦詩篇》不滿而下令，要求處死拉什迪。

政治新聞網還提及，拉什迪遇襲事件發生時，外界認為美國接近於重啟伊朗核協議，此外，近日有消
息稱，美國司法部指控一名伊朗特工涉嫌策劃殺害特朗普政府執政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
。

（綜合報導）由於美國的猴痘疫苗供不應求，近期，包括美國人在內的數千名
外國人湧向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接種疫苗。蒙特利爾向所有自認為屬於感染
高風險的人群提供猴痘疫苗。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1日報導，美國的猴痘病例已超萬例，猴痘疫苗處於短
缺狀態。美國衛生部門從8月9日起允許實施新的注射法，對接種者在皮內淺層注射
，每人可只接種原劑量的1/5，替代給藥方案將使更多人獲得疫苗接種和保護。即便
如此，很多人反映在美國接種猴痘疫苗仍然需要等待很長時間。

蒙特利爾位於美加邊境以北約70公里處，成為許多美國居民接種猴痘的去處。
據法新社12日報導，蒙特利爾自今年5月中旬發現首批猴痘病例後就開始施打疫苗
，目前已有18500人接種，其中13%是外國人。當局的目標是施打25000劑，並讓
75%到80%的高風險人口接種疫苗。

此前蒙特利爾決定向所有具有感染風險的人提供疫苗，吸引了大批外國人前往
。加拿大西部的卑詩省衛生當局上周則以數量有限和美國當地獲取疫苗的壓力減緩
為由，決定不再提供疫苗給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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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地區一晚上發生了5起槍擊案。

南都記者從西雅圖警方了解到，這5起槍擊案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8人
受傷。傷者包括一名14歲女孩，她腿部中彈目前未脫離生命危險。

西雅圖警方表示，當地時間8月12日23時30分左右，警方收到報警
稱在南奧卡斯街發生了槍擊事件。警方抵達後在小巷內發現一對年輕男
女中槍後受傷倒地，兩人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幾乎同時，警方又收到
報警稱一處公園聚會內有4人中槍，警方抵達後發現2人輕傷2人受重傷
。

當地時間8月13日0時18分，警方又接到報警稱在一家酒吧有人中
槍。警方抵達後發現一名14歲女孩腿部中槍，受害者被送往醫院接受治
療目前未脫離生命危險。當地時間0時33分，又有一名男子在公園附近
被報告遭遇了槍擊，該男子當場死亡。當地時間3時17分，最後一起槍
擊案發生，一名男子在西雅圖先鋒廣場附近身中兩槍後受傷倒地，隨後
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表示，深夜的這5起槍擊案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8人受傷，傷
者中有5人仍未脫離生命危險。警方仍在蒐集證據對這5起案件進行調
查。據西雅圖警方統計，4月至6月的第二季度該地區共發生了424槍擊
事件，同比增長18%。

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統計，2022年全美已發生356起大規
模槍擊案。該網站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馬克•布萊恩特此前在接受南
都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頻發的槍擊暴力事件與槍支數量增加不無關係
。他指出，“新冠疫情之下，美國槍擊類案件數量劇增，速度甚至高於
每月正常增長水平”。

美國猴痘疫苗短缺美國猴痘疫苗短缺，，大批人湧入大批人湧入
加拿大蒙特利爾接種疫苗加拿大蒙特利爾接種疫苗

作家拉什迪在紐約遇襲
拜登譴責：震驚，是惡毒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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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名副其實“戰爭帝國”
中國人權研究會：建國240年休兵不足20載 軍事介入全球四成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中國人權研究會9日發布研究

報告，系統闡述了美國在中東及其周邊地區犯

下的一系列嚴重違背國際法的罪行，包括戰爭

罪、危害人類罪、任意拘押、濫用酷刑、虐囚

和濫施單邊制裁等，構成對人權的系統性侵

犯，危害持久而深遠。報告引述美國學者相關

研究指出，美國建國240多年以來，沒有參加

過戰爭的時間不足20年。特別是2001年以

後，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

行動覆蓋了“這個星球上約40%的國家”，

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戰爭帝國”。

這份名為《美國在中東等地犯下嚴重侵
犯人權罪行》的研究報告共6,000餘

字，分為三個部分：發動戰爭，屠殺平
民，損害生命權和生存權；強制改造，單
邊制裁，侵害發展權和健康權；製造“文
明衝突”，濫用監禁和酷刑，侵犯宗教信
仰自由和人格尊嚴。

多出版物證美窮兵黷武
報告首先寫道，美國在中東及其周邊

地區犯下包括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濫施
單邊制裁等一系列嚴重違背國際法的罪
行。美國的罪行不僅導致中東等地戰火連
連，戰亂頻仍，深陷衝突泥潭和安全困
境，而且令當地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
人格尊嚴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生存權、發
展權等遭受嚴重損害。

報告引用美國歷史學家保羅．阿特伍
德著作《戰爭與帝國：美國的生活方式》
指出“戰爭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並形
容美國自建國以來，沒有參加過戰爭的時
間不足20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戰爭帝
國”。報告還援引美國《史密森學會雜
誌》統計，美國2001年以來以“反恐”之
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行動足足覆蓋
了“這個星球上約40%的國家”。

屢戰屢釀人道主義災難
報告說，美國不僅糾集盟友發動海灣

戰 爭 （1990-1991 年 ）、 阿 富 汗 戰 爭

（2001-2021年）、伊拉克戰爭（2003-2011
年）等，還深度參與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
戰爭，製造了世所罕見的人道主義災難。
美國布朗大學“戰爭代價”項目研究指
出，有超過17.4萬人直接死於阿富汗戰
爭，其中4.7萬多是平民。根據全球統計數
據庫的資料，2003年至2021年，約有20.9
萬伊拉克平民死於戰爭和暴力衝突之中，
約有920萬伊拉克民眾淪為難民或被迫離開
故土。根據聯合國公布的數據，美國的軍
事介入已造成敘利亞至少35萬人失去生
命，1,200多萬人流離失所，1,400萬平民急
需人道主義援助。

持續制裁阻礙抗疫醫援
報告還指出，美國政府無視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依然頑固堅持對伊朗、叙利
亞等國實施單邊制裁，導致被制裁國家難以
及時獲得抗擊疫情需要的醫療物資。美國布
魯金斯學會分析估計，在伊朗疫情最嚴重時
期，美國持續施加的制裁影響進一步加劇，
可能導致多達1.3萬人因此死亡。

中國人權研究會最後在報告中說，事
實表明，美國在中東等地嚴重侵犯當地人
民的基本人權，給地區國家和人民造成了
永久性傷害和無法彌補的損失。美國的霸
權本質和強權政治的野蠻性、殘酷性、危
害性暴露無遺，也讓世界人民更加認清了
“美式民主”與“美式人權”的虛偽性和
欺騙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國人權研究會9日發布的《美國在中東等地犯下
嚴重侵犯人權罪行》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在中
東等地肆意打壓不順從自己的國家和組織，強
制推行美式價值觀，確保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
經濟秩序和安全秩序，其實質是維護美國的
“軍事—經濟—觀念三位一體”霸權，嚴重損
害中東等地有關國家的主權和當地人民的發展
權、健康權。

報告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為了全面主

宰中東等地，以發動戰爭等方式直接推動政權
更迭，進而強制移植“美式民主”。最典型的
就是美國2001年和2003年通過對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武裝入侵，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政權。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通過向親美個人和團體提供資
助，在埃及、也門、約旦、阿爾及利亞、敘利
亞、利比亞等國煽動顏色革命，是“阿拉伯之
春”的重要幕後黑手。

報告說，美國濫施單邊制裁，堪稱全球唯
一的“制裁超級大國”。根據美國財政部

《2021年制裁評估報告》，截至2021財年，美
國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計達到9,400多項。伊
朗魯哈尼總統執政期間表示，美國特朗普政府
的制裁至少對伊朗造成2,000億美元的經濟損
失。第一次海灣戰爭後，美國對伊拉克實施野
蠻的單邊制裁。時至今日，伊拉克的人均年收
入都沒有達到1990年的水平。美國2021年從
阿富汗撤軍後，不僅對阿富汗施加經濟制裁，
還將阿富汗中央銀行數十億美元外匯儲備凍
結，導致阿富汗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

強植“美式民主”累計制裁達9400多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美國官員涉中非合作的相關言論，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回應道，美方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
非洲人民怎麼看中非合作，建議美方傾
聽並尊重非洲國家和人民的意願，不要
再玩賊喊捉賊的把戲。

近七成非洲民眾認可中非合作
當天有記者提問，8日，正在南非訪問

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媒體稱，美方並非
要讓各方在美中之間做抉擇，只是希望提
供一個真正的選擇。同日，美白宮發布對
撒哈拉以南非洲戰略事實清單稱，中國將
非洲視為“推進自身狹隘的商業和地緣政
治利益、削弱美國與非洲民眾和政府關係
的重要舞台”。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美方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非
洲人民怎麼看中非合作。”汪文斌表
示，南非外長在與布林肯國務卿共見記
者時表示，非洲國家有與不同國家建立
和發展關係的自由。近期，南非伊奇科
威茨家庭基金會民調顯示，76％的非洲
年輕人認為中國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積極
影響，超過美國的影響力。非洲民調機
構“非洲晴雨表”報告顯示，66％的受
訪者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政治經濟影響是
正面的。我們建議美方傾聽並尊重非洲
國家和人民的意願，不要再玩賊喊捉賊
的把戲。

中國援非基建“就擺在那兒”
汪文斌指出，中國始終秉持真實親

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始終堅持同非洲
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堅持同非洲
國家相互尊重、共同發展。多年來，中
非合作的務實成果實實在在，有目共
睹，不容任何人詆毀和抹黑。非洲不需
要搬弄是非和光說不練的夥伴。不管美
方怎麼說，中國幫助非洲建設的鐵路、
公路、港口和大樓就在那兒，中非關係
歷久彌堅的事實也在那兒。

“美方不應低估非洲國家的判斷力，
相信非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美方如果
真心實意幫助非洲，就應拿出實際行動，
而不是把對非戰略作為遏制和攻擊其他國
家對非合作的工具。”汪文斌說。

他表示，我們將同非洲夥伴繼續攜
手前行，切實落實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
部長級會議成果，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
命運共同體，譜寫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
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合作共贏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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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宣布撤出阿富汗後美國宣布撤出阿富汗後，，大批阿富汗民眾湧入首都大批阿富汗民眾湧入首都
喀布爾機場試圖離國喀布爾機場試圖離國，，圖為一名駐守機場的美軍士兵圖為一名駐守機場的美軍士兵
用步槍指嚇阿富汗群眾用步槍指嚇阿富汗群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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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的東莞，已經發布過多輪高溫橙色預警。
白天熱得如在蒸籠裏，行走在外，不超500

米，手臂亦有被燙痛的灼熱感。東莞石排鎮的一個
工業園區裏，大衛時而需要充當導覽從辦公室走到
展廳，再去到旁邊的生產車間。

這一段時間，傳媒機構、高校師生、政府部門
聞風而來，關注潮玩“胖噠”的出圈故事，也好奇
老外到東莞進廠打工的生活。

流水線上找到激動和雀躍
三年多前，還沒有新冠疫情時，大衛從意大利

米蘭來中國工作，期待此地能給他一種新奇的陌生
感，藉以逃離在“我城”按部就班的安穩生活。年
輕人都有嚮往遠方的心思。首站落地深圳，這個大
灣區廣東城市群裏的門面城市，生活工作下來，和
米蘭的都市生活節奏、氛圍相差無幾。出行可以有
便捷的公共交通，隨處可見的咖啡館、城市文化公
共場所，米蘭和深圳的都市生活氛圍，最大的差別
在於，一個是“我城”，一個是“他鄉”。

初期，大衛入職深圳一家外資企業，兩年多
前，因工作需求受邀到訪東莞順林模型廠參觀、交
流業務。從深圳走進聞名全球的“世界工廠”東
莞，一路的觀感很不同。一個擁有很多鎮街的城
市，隨處可見的工業園、工廠，一眼看去大都平平
無奇，並不是那種現代化時髦工廠的樣子，尤其很
多小工廠都還是八九十年代建起來的舊廠房模樣，
但走到了車間生產線旁，流水線上幾百道工序緊密
協作，立馬令大衛感到興奮。或者說，作為一個工
業設計師，大衛在東莞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久違的激

動和雀躍。
相談之間，他和工廠老闆添加微信，走進了彼

此的朋友圈。順林模型廠區不大，五層樓的生產車
間旁是設計人員、市場專員、會計等工作的辦公
室，園區的一側還有展廳，不過只陳設出工廠生產
總量十分之一車模。眼前“場店合一”的綜合景像
帶給大衛很多新鮮和觸動。“大衛有意向加入我
們，我們剛好需要有他這樣經驗豐富的工業設計人
才。”老闆劉學深感嘆這樣的機緣巧合。

大衛加入東莞市順林模型禮品有限公司時，正
是工廠新增潮玩線的初期。這家原本專做精品合金
車模的模型企業，於2020年和中國新銳藝術家畢橫
合作，借助他的設計IP聯合推出全新潮玩品牌機甲
熊貓“胖噠”。

專為機甲熊貓設計潮流外衣
潮玩的生產工序超300多道，繁瑣且細緻。相

比曾經在樂高做包裝和用戶手冊設計的工作，大衛
喜歡帶着筆、捲尺、膠水走到車間生產線旁，遇到
一些塗裝問題就及時記錄、思考。作為工業設計
師，大衛主要為機甲熊貓“胖噠”做外殼設計。簡
單來說，就是給它們設計出潮流外衣。

走到生產車間流水線旁，解決一些常見的塗裝
問題時也會激發不少靈感。目前為止，大衛主打設
計了賽車手、迷彩、大賽車手、大藝術家、職場等
五個主題系列。“了解賽車的粉絲朋友，可以在這
個系列挖出好多彩蛋來。”大衛自認，“胖噠”本
身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些火花碰撞，因此還可以有很
多主題的探索。

下樓轉角即可從辦公桌走到流水線旁，看潮玩

“胖噠”通過300多道工序，呆萌且潮酷地走到成

品展示區。這個生產製作過程，帶給工業設計師大

衛源源不斷的新鮮體驗和養分。驚喜也緊隨其後，

機甲熊貓潮玩“胖噠”紅了，有份參與外殼圖案設

計的大衛也受到外界關注。從設計之都意大利米蘭

到世界工廠中國東莞，工業設計師大衛在產業升級

中的東莞找到了尋覓中的心動因子，與“胖噠”一

起走上了潮玩賽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東莞報道

機甲熊貓“胖噠”為何能在短時間內走紅？國
潮在中國盛行的這幾年，充分說明大家對美好生活
的進一步追求。作為工業設計師，大衛帶着西方人
的視角為熊貓“胖噠”賦予“中國內核、世界的
殼”的精神表達。

熊貓作為中國的國寶，憨萌可愛形象早已享譽
海內外。那“世界的殼”如何理解？或許可以先從
大衛的午餐餐桌來窺探一二。通常，東莞的工廠食
堂，都會為來自湖南、江西、廣西、粵北的車間工
人們提供辣與不辣的中餐菜式。大衛和他的設計師
團隊享有優待，和老闆共享主管級私人餐廚。

七八個人的餐桌，七八道菜式。湖南籍老闆餐
餐離不開的辣椒小炒肉、廣東市場部同事喜歡的白
斬雞、韓國設計師同事偏愛的土豆炸雞塊、中國台
灣品牌部同事的下飯菜牛肉滑蛋，當然還有大衛必
備的田園沙拉。掌勺的廚師結合大家的口味和偏
好，日漸習得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典菜式。

偶爾，大衛會在同事和老闆的“安利”中，用
公筷夾起一兩片辣椒炒肉裏的肉片。老闆覺得不太
辣，大衛吃過之後，常常需要多吃幾口蔬菜沙拉來
緩緩那一口辣氣。吃辣這個事情，大衛笑言，心態
上還要更勇敢一些，不過學習用筷子這個事情已經
初有成效。大衛笑起來的時候，腼腆之中帶有一些
綻放。他享受工廠中午的這一餐飯，同事們嘰嘰喳
喳的閒聊之中，英文、普通話、韓語此起彼伏或無
縫銜接。回到熊貓“胖噠”的塗裝和工程設計中，
這個擁有多國多地區背景的國際化設計師團隊，也
都在提煉加工各自本土的文化精髓，融入到“胖
噠”的IP故事和產品建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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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工業設計師大衛從米蘭輾轉進入東莞工廠
◆◆意大利工業設計師大衛和他的意大利工業設計師大衛和他的
機甲熊貓潮玩產品機甲熊貓潮玩產品““胖噠胖噠”。”。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二右二），），王韋龍副處長王韋龍副處長（（左一左一））
，， 「「台灣書院台灣書院」」 陳譓如主任陳譓如主任（（右一右一 ）、）、現場作英譯的僑務促進委員現場作英譯的僑務促進委員
陳逸玲陳逸玲（（左二左二））與與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 黃武山團長黃武山團長（（中中 ））合影合影
於演出前的說明會上於演出前的說明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眾議院議長裴洛西1212日宣布通過降低通膨法案日宣布通過降低通膨法案
美眾院通過降通膨法案著重氣候醫療稅制改革美眾院通過降通膨法案著重氣候醫療稅制改革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由於四名共和黨眾議院議員沒有投票由於四名共和黨眾議院議員沒有投票
，《，《降低通貨膨脹法案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在眾議院民主黨人的一致支持下獲得通在眾議院民主黨人的一致支持下獲得通
過過。。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將撥款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將撥款36903690億美元用於在億美元用於在1010年內通過使年內通過使
電動汽車更實惠電動汽車更實惠、、開發清潔能源和提高從家用電器到工業流程等開發清潔能源和提高從家用電器到工業流程等
所有領域的能源效率來緩解氣候變化所有領域的能源效率來緩解氣候變化。。它還實現了民主黨長期以它還實現了民主黨長期以

來的競選承諾來的競選承諾，，即通過允許醫療保險直接與製藥公司談判來降即通過允許醫療保險直接與製藥公司談判來降
低處方藥價格低處方藥價格，，這將限制美國老年人的自付費用藥物成本這將限制美國老年人的自付費用藥物成本。。它它
還將為即將到期的奧巴馬醫改保費提供補貼還將為即將到期的奧巴馬醫改保費提供補貼，，從而降低許多美從而降低許多美
國人的醫療保健成本國人的醫療保健成本。。該法案的資金將來自對一些年利潤超過該法案的資金將來自對一些年利潤超過
1010億美元的公司提高稅收億美元的公司提高稅收，，對公司股票回購徵稅對公司股票回購徵稅，，並為美國並為美國
國稅局提供資金以更好地打擊逃稅行為國稅局提供資金以更好地打擊逃稅行為。。預計整個立法計劃將預計整個立法計劃將
在未來十年內將聯邦赤字降低多達在未來十年內將聯邦赤字降低多達30003000億美元億美元。。通過減少赤通過減少赤
字並降低能源和處方藥的成本字並降低能源和處方藥的成本，，民主黨人希望該法案也能降低民主黨人希望該法案也能降低
通貨膨脹通貨膨脹。。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導致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累積排放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導致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累積排放國，，

美國通過的第一項應對氣候變化的重大立法是美國通過的第一項應對氣候變化的重大立法是《《減少通貨膨脹減少通貨膨脹
法案法案》。》。它將嘗試通過多種方式減少排放它將嘗試通過多種方式減少排放，，其中最大的一項將是其中最大的一項將是
對購買電動汽車對購買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可替代燃氣或燃油燃燒器的更太陽能電池板和可替代燃氣或燃油燃燒器的更
高效電器的消費者的稅收抵免進行大量投資高效電器的消費者的稅收抵免進行大量投資。。這些計劃大多針對這些計劃大多針對
中低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一個利用所有可能的回扣和信貸的家庭可以享受一個利用所有可能的回扣和信貸的家庭可以享受
總計總計2828,,500500美元的減少碳足蹟的激勵措施美元的減少碳足蹟的激勵措施，，並在降低汽油並在降低汽油、、能能

源和供暖成本方面平均每年節省源和供暖成本方面平均每年節省11,,800800美元美元。。
為了贏得為了贏得SinemaSinema的支持的支持，，還將有還將有4040億美元用於幫助西南地億美元用於幫助西南地

區居民節約用水的項目區居民節約用水的項目，，以應對該地區正在進行的與氣候變化相以應對該地區正在進行的與氣候變化相
關的特大干旱關的特大干旱。。為了贏得來自煤炭和天然氣豐富州的曼欽的支持為了贏得來自煤炭和天然氣豐富州的曼欽的支持
，，民主黨同意要求內政部每年在聯邦土地上租用民主黨同意要求內政部每年在聯邦土地上租用200200萬英畝土地萬英畝土地
和在海上租用和在海上租用60006000萬英畝土地用於石油和天然氣開採萬英畝土地用於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民意調民意調
查發現查發現，，該法案廣受歡迎該法案廣受歡迎，，尤其是降低醫療保險處方藥成本的部尤其是降低醫療保險處方藥成本的部
分分。。民主黨人現在將重返競選活動民主黨人現在將重返競選活動，，試圖控制國會試圖控制國會，，加上對最高加上對最高
法院關於墮胎和降低汽油價格的決定的強烈反對法院關於墮胎和降低汽油價格的決定的強烈反對，，可以幫助減輕可以幫助減輕
對該黨的典型中期反彈控制白宮對該黨的典型中期反彈控制白宮。。拜登拜登1212日發推文表示日發推文表示，， 「「今今
天天，，美國人民贏了美國人民贏了，，特殊利益輸了特殊利益輸了，，並會在並會在99月月66日慶祝這個具日慶祝這個具
有里程碑的法案通過有里程碑的法案通過。。民主黨希望這個法案有助於民主黨希望這個法案有助於1111月舉行的月舉行的
期中大選選情期中大選選情，，這次眾議院這次眾議院435435席全數改選席全數改選，，參議院參議院100100席中的席中的
3434席改選席改選，，投票結果將左右投票結果將左右20242024年總統大選前的國會權力平衡年總統大選前的國會權力平衡
。。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 上周六驚艷休士頓
聲色俱佳，臨場感十足，中外戲迷大呼過癮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隨著疫情趨緩，沈寂了兩年多的各
種藝術、巡演活動也逐漸解封，回歸正常。休士頓在上周六（8
月12日）迎來了台灣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 在休市的精彩演
出。這是文化部的全力支持及駐休士頓台灣書院及駐紐約台北文
化中心共同籌劃下，才有該團在美國休士頓、聖安東尼奧、奧斯
汀、底特律及安娜堡等五大城市的六個場館巡迴演出，尤其上周
六在演出前，該團團長黃武山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先給現場觀眾
來一場講座，讓本地的美國觀眾充感受 「三分前場、七分後場」
的現場震撼力，也上了台灣布袋戲經典戲碼寶貴的一課！

「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 團長黃武山首先介紹台灣布袋戲
的歷史，它是在二百年前從福建泉州、樟州傳到台灣。他個人已
參與該團30年，除了小時候（西元1988年 ）曾隨師父來過休士
頓，15年前第二次來到休士頓，這次是第三次。他並帶來六位
團員。對於演出的布偶，黃團長說： 「對我來說他們就像人，因
為它可作任何動作，可換手，操作者二隻手都要會。」 ， 「因此
“布袋戲”又叫“掌中戲”，必須十指操作。一般來說，”後空
翻“ 的動作比較難。 」

黃團長邊示範，邊解說
：台灣的布袋戲與國外的
不同，可踢腳，可轉身，
在台灣布袋戲很多元，有
小的布袋戲與大的布袋戲
，金光布袋戲。戲偶變大
，是讓觀眾看得更清楚，
無論拍手、敬禮、脫衣服
，無論身體是木頭雕刻還
是布袋，全靠掌中的動作
掌控一切。所謂 「布袋戲
」 三分前場、七分後場，

後場重要，靠七位樂師，使用三個打擊樂器，不同的人物，
以不同的樂器配樂，才有現場精彩、動人心魄的呈現。

這次來休市的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 是由團長黃武山
於2002年創設。黃武山師承國寶級傳統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
兩位公子陳錫煌、李傳燦，為李天祿第一代徒孫，也是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傳藝接班人計劃結業的藝生，黃武山同時也向
客家山歌天后賴碧霞學唱客家山歌，還將客家語言、音樂、
戲劇等元素融入演出，展現獨具客家韻味的掌中戲美學，成
為少數能以客語搬演全場的布袋戲團。

上周六下午演出的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 戲碼，以國、台、
客、英語的演出，使全場的各族裔觀眾，沒有任何語言障礙，還
將整個海底世界搬上戲台，還有不少精彩的打鬥戲碼，搭配現場
演奏的鑼鼓音樂，臨場感十足，使觀眾深入劇情中，目不暇給，
直到全劇結束，還有 「意猶未盡」 之感。

當天出席演出現場的貴賓包括：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王韋龍副處長、 「台灣書院」 陳譓如主任，羅處長在演出之前

向全場致詞，介紹布袋戲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資產，透過
傳承與創新、精緻的掌中戲偶以及成熟的操偶技巧，將家喻戶曉
的經典戲碼，搬上舞台，受到國內外觀眾的喜愛與共鳴。

「這場孫悟空大鬧水晶宮」 布袋戲演出。在周六下午演出結
束，立即全團兼程趕往聖安東尼奧，他們將於8月14日（星期
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在聖安東尼奧美術舘演出。以及將於8月
15日、17日、20日、21日在奧斯汀中央圖書館、底特律河濱管
理局、底特律美術館及安娜堡市立圖書館演出。加上之前在底特
律的演出，共演出六場 「大鬧水晶宮」 及六場工作坊。

眾議院剛剛通過了十年來的第一個氣候法案眾議院剛剛通過了十年來的第一個氣候法案，，南希佩洛西正試圖南希佩洛西正試圖
迫使特朗普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議迫使特朗普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議

圖為黃武山團長演出前講解劇情大綱及布偶主角圖為黃武山團長演出前講解劇情大綱及布偶主角
孫悟空孫悟空、、海龍王海龍王、、牛魔王各種動物及其他角色牛魔王各種動物及其他角色。。

圖為掌中戲人物動作行為的表演圖為掌中戲人物動作行為的表演，，
唯妙唯肖唯妙唯肖，，引人入勝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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