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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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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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加拿大西部偏遠原住
民社區因發生致命持刀砍人案人心惶
惶，嫌疑人據信藏匿當地，大批員警
進駐搜捕之際，政府當局今天下令，
要求民眾不要外出。

法新社報導，發生在詹姆士史密
斯克里民族（James Smith Cree Na-
tion）原民社區和韋爾登鎮（Weldon
）的攻擊案，造成10死18傷。

員警在廣闊的草原地區大規模搜
捕犯案的兩兄弟，重點一度集中在案
發現場以南 300 公里的薩克其萬省
（Saskatchewan）首府勒吉納（Re-

gina）。
但今天警方發布緊急通報，稱調

查人員 「接獲可能目擊」 30歲嫌疑人
邁爾斯．桑德森（Myles Sanderson
）線報，於是調查重心又重回這個原
民社區。

警方開著裝甲車進入社區，呼籲
民眾 「立刻就地躲避」 ，並出動警用
直升機盤旋上空。

加拿大皇家騎警（Royal Canadi-
an Mounted Police）助理專員布萊克
莫爾（Rhonda Blackmore）昨晚宣布
，已在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1棟民

宅附近的茂密草叢中，發現第2名嫌
疑人、31歲的達米恩．桑德森（Da-
mien Sanderson）屍體。

布萊克莫爾說，達米恩可能是被
弟弟邁爾斯殺害，而邁爾斯可能也受
了傷，想找醫師治療。

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社區和韋
爾登鎮居民對記者說話時，語帶難過
和恐懼。家住韋爾登鎮的前奧運選手
沃克斯（Ruby Works）告訴法新社：
「真讓人震驚，我們的生活整個變調

了。」

凶嫌持刀砍人 加拿大下令搜捕禁居民外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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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he was elected leader of the
ruling Conservative party on Monday, Liz
Truss will be Britain’s next Prime
Minister to succeed the scandal-tarnished
Boris Johnson.

Truss has been the country’s
Foreign Secretary and has been appealing
to the right wing party, being faithful to tax
cutting and taking a hard line o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he will also be facing the winter
energy crisis, widespread strikes and
economic recession. All of these issue will
test her ability to run the country. Her
victory means she is the third female
leader of the UK af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resa May.

Outgoing Prime Minister Johnson
said, “Truss has the right plan to tackle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will unite our party
and continue the great work of uniting and
leveling up our country.

One-Third Of Pakistan Is
Under Water

A third of Pakistan was left
underwater after experiencing
the heaviest rain on record,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Sindh and
Baluchistan which have seen
five times their normal levels of
monsoonal rain.

The number of total deaths
is over 1,400, with almost
one-third of the victims being
children.

There are three million
children now in need of urgent
assistance across Pakistan due to the risk
of waterborne diseases, drowning and
malnutrition.

The UN is delivering the needed food,
water and medicine to the area,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enough.

We are urging all the people to help. I
spoke to the local president of the
Pakist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sked them what can we do to help? We
should organize some relief meeting to do
our best for those suffering people in
Pakistan. 0909//0606//20222022

U.K. Has A New Prime MinisterU.K. Has A New Prime Minister

英國保守黨投票選出外交大臣
特拉斯出任首相,她打敗了前財政大
臣蘇納克而成為保守黨領袖,她將前
往.巴爾摩拉爾城堡覲見女王後立即
組閣。
特拉斯將在英國最困難之時期

出任新職，新冠疫情和経濟低迷、
能源價格飛漲，將馬上考驗這位新
首相之治國能力。
多年來，她是以對抗中國大陸

為主要政見，她在競選期間誓言，
立即對付目前超過百分之十之通物
膨脹及減軽英國家庭之能源支出，
希望成為另一個鐵娘子。
在野和上任領導是有極大差異

，我們大家都拭目以待吧。
巴基斯坦嚴重水患
近期因暴風雨患，巴基斯坦遭

受了近百年來最大水災已造成一千
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四百名孩童，
由於大量道路受損交通阻塞，造成
救災非常困難。
聯合國正在動員各種物資包括

醫療設備以防止包括腹瀉霍亂、登
革熱疾病之傳染。
我們呼籲國際社會能盡快伸出

援手，向巴國提供援助，我也巳致
電休斯敦巴基斯坦商會會長坎克先
生表示關切，並希望盡快發起賑災
籌款會，為災民送上溫暖。

英國女首相上任英國女首相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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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唐寧街（ Downing Street）10號又
有了一位新房客, 而且還是女房客, 她的名字
做Liz Truss, 由於才搬進英國首相府, 華人世
界給她的譯名不一而足, 有人稱她為特拉斯,
也有人稱呼她為卓慧思, 不過我個人認為”特
拉絲”可能比較適宜, 因為我們一般的習慣在
翻譯男性的名字時使用”斯” , 翻譯女性的
名字則使用“絲” , 況且特拉斯與電動汽車
特斯拉易於混淆不清呢, 還是稱她為特拉絲吧
。特拉絲今年才47歲, 是英國歷史上繼柴契
爾夫人與特雷莎•梅之後的第 3 位女首相，
也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期間第 15 位
首相,十分諷刺是, 特拉絲在從政的初期曾極
力反對英國的君主制, 也力主廢除這種不合乎
民主的體制, 如今她必須遵守憲法, 在與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會晤後,由女王正式授予她首相
尊位。

學富五車的特拉絲自2010年踏入政壇,
他的政治傾向從偏到右, 在從政的歷程中曾經
擔任過6個內閣閣員的大位, 她在擔任閣揆後
的第一次演講中承諾要改變英國，並且從最
迫切的減輕稅負稅、能源危機與國民健保3大
項入手。

在和平年代，很少有英國首相在國家陷
入如此混亂、面臨如此一系列威脅的情況下
上臺。現在特拉絲正式接替逼迫柏瑞斯江生
領導英國陷入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社
會、能源和政治危機,她是由172,000名保守
黨成員選舉上臺，這些成員往往是年齡較大

、較為富裕的南方人,她承諾將減少稅收並改
善與鄰國的關係。但是，這位英國新首相的
言論似乎與困擾英國的經濟和社會停滯無關
。

今年10月，英國的電費和煤氣費將上漲
近一倍，英國經濟增長率在七國集團(G7)中最
低，通貨膨脹率也高於歐盟。當42%的公眾
今年冬天面臨無法正常取暖的風險時，新首
相承諾削減國家收入，放鬆管制。

特拉絲以柴契爾夫人繼承人自封, 她是烏
克蘭的堅定支持者,她拒絕回答埃馬紐埃爾•
馬克龍是英國的“朋友還是敵人”的問題，
並強烈譴責《北愛爾蘭議定書》，這可能加
劇與歐盟的緊張關係，似乎預示著新的動盪
。然而，受英國退歐帶來的巨大創傷影響，
英國的輿論繼續分裂。對特拉絲來說，最糟
糕的策略是重新發出反歐警報。

長期以來，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一直
是英國人民最珍視的機構之一，NHS面臨一
個可怕的局面，約有670萬人等待非急診醫
院治療，特拉絲承諾要解決巨大的醫療和社
會保障危機。

許多反對特拉絲的人認為，她為了贏得
保守黨支持者的選票，多的證見只是在誇大
其詞,面對日益高漲的憤怒情緒，人們期待她
會縮小自己的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利用政府資源支持最弱勢群體，拯救公共服
務, 如果達不到民眾的期待她很快就要被迫搬
離唐寧街10號首相府了

荷蘭官員今天表
示，基於肉品對氣候
變遷的衝擊，國內城
市哈爾倫（Haarlem
）將禁止在公共場所
刊登多數肉品廣告，
創下全球各城市首例
。

法新社報導，哈
爾倫當局已同意自
2024年起禁止在公共
場所（例如公共汽車
、避難所和銀幕上）
刊登關於集約化養殖
肉品的廣告。哈爾倫
有16萬人口，靠近阿姆斯特丹。

哈爾倫市議會去年11月就已通過這項措
施，但一直沒有受到關注，直到上週一名市
議員宣布他已正式通知廣告公司，這項措施
才引起注意。

荷蘭左派綠黨（GroenLinks）哈倫市市
議員克拉澤斯（Ziggy Klazes）起草了這項禁
止在公共場合刊登肉類廣告的提案。

克拉澤斯告訴法新社： 「這將是荷蘭城

市首例，在公共場合禁止 『惡劣的』 肉品廣
告，事實上這確實也是歐洲及世界首例。」

不過，荷蘭肉品業者及部分政黨則痛批
這項禁令，他們認為這項禁令是一種對於肉
食者的審查及汙名化。

荷蘭右翼政黨BVNL哈倫市市議員芮德
梅克（Joey Rademaker）發表聲明抨擊：
「基於政治理由禁止廣告，幾乎形同獨裁手
段。」

創全球首例 荷蘭城市將禁止公開刊登肉品廣告
沙烏地阿拉伯國家今年稍早

因動畫 「巴斯光年」 涉同性戀關
係予以禁播後，今天再對Netflix
發出警告，要求下架對 「伊斯蘭
和社會價值觀具有冒犯性的內容
」 ，否則將祭法律手段。

路透社報導，沙烏地阿拉伯
媒體監管機構今天表示，波灣阿
拉伯國家要求美國串流影音龍頭
Netflix，下架該區域平台上對
「伊斯蘭和社會價值觀具有冒犯
性的內容」 ，但並未具體說明是
哪些內容，僅提到包括針對兒童
的內容。

沙烏地國營電視台 「新聞頻
道」 （Al-Ekhbariya）在節目中
討論這個議題時，播放了一段經
模糊處理的動畫片段，影片似是
兩名女孩擁抱的畫面。

位於沙國首都利雅德（Ri-
yadh）的視聽媒體總務委員會
（General Commission for Au-
diovisual Media）在聲明中表示
，這些內容已經違反由波斯灣合
作 理 事 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共同訂定的媒體規範
，如果Netflix持續播出這些內容
，他們將 「採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 。聲明並未提供進一步說明。
波斯灣合作理事會成員國包

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巴林、阿曼王國、卡達和
科威特。

面對路透社記者詢問，
Netflix並未立即做出回應。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今天也針
對Netflix的內容發表措辭類似的
聲明，強調未來會持續關注這個
平台播放的內容，並評估Netflix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廣播控制上
的承諾。

Netflix內容遭控冒犯伊斯蘭價值觀 多國要求下架

英國新首相特拉斯（Liz Truss）今天面臨上
任以來首次國會質詢，證實將採取計畫遏止能源
價格飆漲，並誓言針對能源危機立即採取行動。

法新社報導，特拉斯在接替前英國首相強生
（Boris Johnson）入主唐寧街後，今天首次以首
相身份在國會備詢，面臨在野工黨黨魁施凱爾
（Keir Starmer）的質詢。

特拉斯指出，英國人民希望政府將能幫助他
們解決問題，尤其是生活成本及能源價格攀升。
特拉斯表示，她將在明天公布計畫，幫助人民支
付持續飆漲的能源帳單。

她排除將對能源公司課徵暴利稅，但稱將在
明天公布計畫細節，確保消費者及企業在未來幾
個月能夠負擔得起暖氣等能源費用。

英相特拉斯首次國會質詢誓就能源危機立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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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八分之壹租戶
住房費用負擔過重

綜合報導 在德國每兩戶家庭中就有壹戶租房。據德國聯邦統計

局數據，許多租戶住房費用負擔過重，單身家庭和低收入者尤其受

到影響。

數據顯示，在德國，大約有八分之壹租戶住房費用負擔過重。負擔

過重意味著用於租金或貸款提取，包括最近急劇上漲的能源費用的所有

支出超過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

據報道，2021年大約有12.8%的租戶面臨這種情況，人數占據總

人口數的 10.7%。聯邦統計局指出，大多數情況下，住房支出，尤

其是租金是每月固定費用，對這些人而言幾乎沒有儲蓄潛力。

報道稱，平均而言，人們將收入的 23.3%用於住房；對租戶

來說，這壹比例達到 27.6%。根據聯邦統計局數據，負擔最重的

是單身家庭租戶，平均而言，他們將其可支配收入的 35.4%用於

住房。

報道指出，低收入家庭尤其承受壓力。在收入後五分之壹

群體中，超過三分之壹(36.2%)的人生活在壹個經濟負擔過重的

家庭中。

數據顯示，德國租戶占總人口數的50.5%，這壹數字居歐洲之首。

只有奧地利(45.8%)、丹麥(40.8%)等少數幾個國家能夠達到類似高的數值

。在這些國家，冷租金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很大。在德國，從2015年到

2021年，冷租金上漲了8.5%。(完)

巴西失業率降至9.1%
失業人數990萬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就業調查數據顯示，今

年5月至7月，巴西失業率為9.1%，與今年2月至4月相比下降1.4個百

分點，全國同期失業人數為990萬。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每月公布壹次失業率數據，並以三個月為

壹個統計周期。數據顯示，在這個統計周期內，巴西就業人口為

9870 萬，創下自 2012 年開始該項統計以來新高，與今年 2月至 4月

相比增加220萬，增長2.2%；而與去年同期相比則增加800萬，增長

8.8%。

在此次統計周期內，巴西失業人口為 990 萬，失業率比去年

同期下降 4.6 個百分點，為 2016 年 1 月結束三個月統計周期以來

的最低水平，這也是巴西失業率連續第 5 個統計周期下降。此

前巴西 4 個統計周期的失業率分別為 11.1%(今年 1 月至 3 月)、

10.5%(今年 2 月至 4 月)、9.8%(今年 3 月至 5 月)和 9.3%(今年 4 月至

6 月)。

巴西正規就業人數為3580萬，較今年2月至4月增長1.6%，較去年

同期增長10%。而自營職業者人數為2590萬，與今年2月至4月相比增

長1.3%，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3.5%。

工薪方面，在這個統計周期內，巴西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為2693雷

亞爾(1美元約合5.18雷亞爾)，高於今年2月至4月的2618雷亞爾，但低

於去年同期的2773雷亞爾。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負責編撰就業數據的分析員阿德裏安娜· 貝林

吉(Adriana Beringuy)表示，今年以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好轉和經濟活

動進壹步恢復，巴西勞動力市場也逐漸復蘇，該國失業率呈現持續下降

趨勢。

加拿大間諜被曝販運英國少女
英加兩國心照不宣瞞而不報

綜合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道稱，壹本名為《五眼秘史》的新書披露

了以英、美為首的情報共享組織“五眼聯

盟”的醜聞。“五眼聯盟”成員國之壹的

加拿大曾雇傭壹名人販子為該國情報機構

效力，後者供職期間將不少英國平民送到

中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其中

就包括年幼的“聖戰新娘”珊米瑪· 貝格

姆。對此，英、加兩個盟國心照不宣、瞞

而不報，而誤入歧途的少女卻被剝奪英國

國籍，至今被羈押在敘利亞。

2015年2月，年僅15歲的貝格姆與兩

名女同學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壹條前往中

東的不歸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汽車

站，她們與壹個名叫拉希德的當地男子接

頭，後者將她們從土耳其壹路送至敘利亞

。據貝格姆介紹，拉希德是活躍在當地的

壹個人販子，那段時間他負責組織和運送

外籍人士，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提供

人力和裝備支援。在貝格姆抵達土耳其之

前的半年多時間裏，拉希德已經“接待”

了不少英國人，其中既有成年男女，也有

未成年人。

但貝格姆所不了解的是，拉希德是壹

名“雙面間諜”：由於熟悉當地環境與線

路，這個不斷為IS輸送人力的人販子還受

雇於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拉希德

稱，2013年他在加拿大

駐約旦大使館申請加國

收容時曾被“約談”，

加方情報部門許諾只要

他肯協助搜集IS的情報

就授予他加拿大公民資

格，獲取的情報可通過

該使館轉送至加情報機

構。

利用“雙面人”的身

份，拉希德壹邊協助 IS

走私人口，壹邊偷偷繪

制出IS實控區的地圖，

標明“聖戰分子”的住所、通信聯絡點，

還將與IS分子的聊天信息盡數截圖保存。

不僅如此，他還收集了自己協助入境的外

籍人士的信息，拍下他們的身份證件，或

直接用手機偷拍下他們的視頻資料。在他

保存的資料中，壹段視頻清晰地記錄了貝

格姆和同學在敘利亞邊境換乘時的場景。

協助貝格姆入境沒多久，拉希德就被

土耳其警方逮捕。為避免行動敗露，加拿

大安全情報局壹名負責人親自趕赴安卡拉

，就隱瞞在別國領土開展反情報工作的事

實請求土方諒解。與此同時，CSIS的官員

還與倫敦警察廳反恐情報部門主管沃爾頓

進行聯系，向後者告知了加方在土耳其開

展的情報工作，並說服英國方面協助他們

對公眾隱瞞這些信息。然而，誤入歧途的

貝格姆在試圖重返英國時，卻被剝奪了英

國國籍，直到今天還被關押在敘利亞的壹

處拘留營。

對此，貝格姆的律師阿坤吉諷刺道，

英國方面曾斥巨資防止青少年群體被極端

組織“策反”，卻不想本國的孩子竟被親

密的西方盟友出賣。他批評道：“有些人

明明應該是我們的盟友，明明應該保護我

們的人民，沒想到卻把我們的孩子拐到了

戰區……在這些盟友看來，犧牲英國孩子

的生命屬於‘可接受風險’範疇。”他諷

刺道：“情報搜集可比孩子們的性命重要

多了啊。”

英智庫呼籲英國政府提供額外支持：
未來兩年將多出300萬貧困人口

綜合報導 今年 7月，英國通脹率

達到創40年新高的10.1%，食品和能源

價格上漲令民眾苦不堪言。9月 1日，

英國《衛報》援引最新智庫研究報告

警告稱，如果英國政府未采取類似提

供數百億英鎊財政支持等有效措施，

未來兩年，飆升的能源賬單將使英國

家庭收入減少超10%，並使額外的300

萬人陷入貧困。

該智庫研究員表示，諸多數據表明

，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將創下“至少壹個

世紀以來的最大的緊縮”。

“（英國家庭的）生活水平前景

令人震驚和可怕（shocking and terrify-

ing）”，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在最新

研究報告中指出，如果沒有政府加強

支持，英國典型家庭收入的下降幅度將

是2000年代末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兩倍，

比上世紀70年代中期石油價格沖擊後8%

的降幅還要嚴重。

數據顯示，由於物價上漲速度快於

工資上漲速度，英國家庭的平均收入

將繼續下降，到明年年中，實際收入

將回到 2003 年的水平。在當前的 2022

至 2023 財年，居民生活水平將下降

5%，在 2023 至 2024財年將進壹步下降

6%。到2024年，英國平均家庭收入將比

2019年低7%。

報告稱，這兩年的下降水平“即使

在二戰時期也是前所未有的”。

研究報告稱，較貧困的家庭面臨高

於平均水平的通脹率，因為他們的收入

更多地花在了食品和能源上。到今年10

月，英國最不富裕的10%的家庭將面臨

高達15%的通貨膨脹率。

報告補充說，若沒有出現有效的政

策轉變或更好的經濟表現，到2024年，

英國絕對貧困（即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

生活水平）的人口將從17%上升到22%

，增加300萬——從1100萬增加到1400

萬。這將是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增幅。

決議基金會研究員特裏（Lalitha

Try）說：“隨著能源賬單達到每月

500英鎊，克服艱難的冬天迫在眉睫。

由於高通脹可能會在明年的大部分時間

裏伴隨著我們，生活水平的前景坦率地

說是可怕的。”

特裏表示，未來兩年，英國家庭實

際收入將下降3000英鎊，創下“至少壹

個世紀以來的最大的緊縮”。

此外，該研究報告還預警，“絕對兒童

貧困率”預計將從 2021至22年的23%飆

升至2023至 24年的31%，額外的100萬

兒童將陷入貧困。

與此同時，另壹份由倫敦大學學院

教授領導的報告也警告稱，“影響數百

萬兒童發展的重大人道主義危機”即將

到來，而英國政府並沒有采取應對措施

。這份報告指出，高昂的燃料成本和不

斷加劇的貧困將對許多兒童造成“危險

後果”，導致或惡化呼吸系統疾病和心

理健康問題。

值得壹提的是，現任英國首相約翰

遜將於下周卸任，其繼任者將面對應對

日益惡化的生活成本危機帶來的壓力。

決議基金會研究員特裏說：“任何負責

任的政府都不能接受這樣的前景，現在

急需激進的政策行動加以解決。我們將

需要壹個價值數百億英鎊的能源支持計

劃。”

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消息，

截至今年 7 月，英國通貨膨脹率達到

10.1%，超過6月份的9.4%，創40年來新

高。同時，英國央行預計，通脹率最高

可能超過13%，並警告稱，英國經濟預

計將在2022年最後三個月萎縮，並持續

萎縮至2023年底。

西班牙小鎮遭遇20年來最大冰雹
直徑可達11厘米，壹女嬰被砸死

綜合報導 西班牙當地官員表示，在該國東北部遭受的

壹場強烈風暴天氣中，壹個20個月大的女嬰被冰雹擊中頭

部身亡。

加泰羅尼亞拉比斯瓦爾-德爾安普爾丹鎮（La Bisbal

d'Empordà）議員卡爾米· 瓦爾（Carme Vall）告訴當地廣播

電臺RAC1，“冰雹砸在了這名女嬰的頭上……她沒能活下

來”。

這名議員說：“冰雹只下了10分鐘，但這是恐怖的10

分鐘，”她補充說，最大的冰雹直徑有11厘米。

附近吉羅納市壹家名為 Josep Trueta 的醫院表示，被

冰雹砸中的女嬰被緊急送往該醫院救治，但傷勢過重不

幸身亡。

加泰羅尼亞氣象部門表示，靠近西班牙與法國邊境的這

壹地區遭遇了20年來最大的冰雹襲擊。

西班牙電視臺播放的畫面顯示，幾輛汽車的擋風玻璃被

砸破，車頂被冰雹砸出凹痕。鎮政府公布的照片顯示，鎮上

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也被冰雹砸得粉碎。

另據西班牙媒體“Murcia Today”網站消息，在這場極

端天氣中，因為小鎮的建築物和線路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以及傷者尋求救助，消防人員接到了40多通緊急求助電話

，鎮上醫療機構收治了28名被擦傷和割傷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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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與英國新任首相特拉斯
通話，雙方表達已準備好進一步深化美英關係
，未來將持續在全球挑戰上合作，包括俄烏戰
爭、中國挑戰及伊朗核問題等。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Queen Eliza-
beth II ）6 日任命保守黨新任黨魁特拉斯
（Liz Truss）出任首相，她是繼 「鐵娘子」 佘
契 爾 夫 人 （Margaret Thatcher） 、 梅 伊
（Theresa May）以來，英國史上第3位女性
首相。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致電特

拉斯，對她接任首相表達祝賀之意。根據白宮
晚間發布的通話摘要，兩人在電話中重申美英
之間的特別關係，雙方皆表達準備好進一步深
化美英連結。在全球議題上，白宮表示，拜登
與特拉斯討論美英持續在全球挑戰上合作的重
要性，包括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因應
中國挑戰、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以及確保永續
及價格合理的能源來源等。

此外，白宮指出，兩人也觸及北愛爾蘭協
議（Northern Ireland Protocol）、耶穌受難
節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等議題。

拜登與新英相通話 持續在中國等全球挑戰上合作

針對俄羅斯是否應該被列為 「支持恐怖主
義國家」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的問
題，美國總統拜登5日明確回應一個 「不」 字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
昨（6）日說明拜登的決定，指出將俄羅斯列
入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可能會對烏克蘭、
乃至全世界造成 「意想不到的後果」 ，她並依
序說明可能帶來的3種後果。

「美國之音」 報導，拜登5日回應記者提
問應否將俄羅斯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時回了
「不」 字，正式為這個在華府吵了數月的問題
做出最終決定。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周二在記者會上表示，
將俄羅斯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可能會對烏克
蘭、全世界帶來 「意想不到的後果」 ，她說官
員們與人道主義專家及非政府組織談過，第一
個後果可能是嚴重影響提供部分烏克蘭地區援
助的能力。

第二個後果可能會阻礙關鍵人道主義團體
及商業機構參與促進糧食出口、緩解全球糧食
危機的行動，甚至危及黑海港口協議。俄羅斯

與烏克蘭的戰爭導致烏克蘭糧食輸出全球受阻
，俄、烏、土耳其及聯合國於7月簽署協議，
促使載有糧食的烏克蘭船隻能夠駛離黑海港口
。

尚皮耶說，第三個後果是削弱前所未見、
能有效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究責的多邊條件，甚
至也可能削弱美國在談判桌上支持烏克蘭的能
力， 「所以，再一次，我們不認為這是最有效
的方式，或最強而有力的途徑。」

針對拜登否決將俄羅斯列為 「支持恐怖主
義國家 」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
（Dmitry Peskov）周二表示，形塑這個議題
本身就是 「駭人聽聞的」 ，他說拜登的回應是
好的，但莫斯科不會將此視為雙方關係降溫。

報導指出，美國在認定一國政府反覆對國
際恐怖主義行動提供支持時，才會將一國列為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一旦列入，目標國將
會成為被排斥的國家，進而限制美國援助、禁
止國防出口及軍售、管控軍事或非軍事目的設
備等行動，以及祭出其他一系列限制。

拜登為何拒列俄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白宮曝恐釀3大後果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6
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
員8月在川普的海湖俱樂部（Mar-a-Lago）別
墅搜出大量機密文件，其中也包含一份某一國的
軍事防禦及核能力文件。

FBI探員今年以來已從海湖莊園取回超過300
份機密文件，包括1月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
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追回的
15箱共計184份文件、川普律師6月繳回的38份
文件，以及FBI探員8月8日突襲搜索莊園後取回
的逾100份文件。

報導引述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指出，8月的
搜索中，探員也發現了一份有關某一外國政府核
子防禦準備情況的文件，消息人士並未透露是哪
一個外國政府，也沒有說明是在海湖莊園的哪一
處找到文件的。

不過報導引述匿名人士指出，FBI探員在海
湖莊園內找到的部分詳述最高機密行動的文件，
機密的等級甚至連部分高階國安官員都不知道這
些行動內容，只有總統、部分內閣成員、接近內

閣層級的官員能授權其他官員了解計畫細節。
而且擁有 「最高機密」 許可的官員還無法檢

視這類高度機密行動的文件，官員們必須在 「有
必要知悉」 的基礎上才能獲得特殊權限進行檢視
。部分特殊計畫甚至少到只有幾十人知道它的存
在，這類文件通常被放置在特殊安全區域，由專
人看管，不過過去18個月來，這類文件卻被放在
海湖莊園。

消息人士指出，當調查人員開始檢視從海湖
莊園搜出的文件後，他們很快就發現部份文件的
機密等級非常高，高到連部分拜登政府的最高階
國安官員都無權檢視。

針對報導，川普律師基斯（Christopher Kise
）譴責正在調查的案件遭到外洩的行為，認為不
尊重司法程序，也未認真看待真相。美國司法部
及聯邦調查局則拒絕評論。

目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正
在進行風險評估，確定從政府帶走數百份機密文
件可能會造成多大程度的危害。

川普豪宅發現超高機密 這國核技術恐被看光光

美國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接
受彭博專訪表示，台灣周圍發生
軍事事件的威脅仍然顯著，中國
官方政策未排除入侵台灣，但美
國立場堅定一致，會持續抵抗任
何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作為。

中國因不滿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初率
團訪台，對台、美祭出一系列報
復行動，讓台海情勢、美中關係
緊張進一步惡化。在這背景下，
蘇利文（Jake Sullivan）接受彭博
專訪，訪問內容今天刊出。

蘇利文在談到台海局勢時表
示，台灣周圍發生軍事事件（military contingency）的威脅仍然
顯著，中共官方政策明指不排除入侵台灣。

蘇利文雖未提供中國可能侵台時間點，但他強調，美國立場
仍堅定一致，未來會持續抵抗任何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

參議院外委會14日預計審議由委員會民主黨籍主席梅南德
茲（Bob Menendez）、共和黨籍參議員葛蘭姆（Lindsey Gra-

ham）6月連袂提出的 「台灣政策
法案」 （Taiwan Policy Act）。
對此，蘇利文透露，他7日稍晚

將與國會領袖會面談論法案。他
說，法案部分內容能有效強化美
國對台灣的安全協助，改善台灣
安全，但坦承 「部分內容讓我們
有些擔憂」 。

「台灣政策法案」 集結近年涉台法案重點，若獲通過，將能
一次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全方位領域提升美台關係
，引發外界不少關注。

舉例來說，法案將推動駐美代表處更名為 「台灣代表處」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也要求美國在台協會（AIT
）處長任命比照一般美國駐外大使提名程序，須經過參議院同意

，職稱也應改成 「代表」 （Representative）。
為強化台灣防衛能力，法案要求優先並加速處理台灣軍購請

求，並計劃提供台灣數十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資金；法案也將賦
予台灣 「主要非北約盟友」 （major non-NATO ally，MNNA）
地位，讓台灣能獲得軍事、經濟特別待遇。

參議院外委會8月3日原訂二度審議法案，卻在當天以主席
須參與院會事宜為由延期；彭博當時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白宮正
遊說民主黨參議員踩煞車。

針對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
次當面會晤的可能時間點，蘇利文表示，目前還未規劃兩人在
11月登場的20國集團（G20）領導人峇里島峰會會晤，但峰會
讓兩人有機會面對面坐下來。

蘇利文也強調，即便真的舉辦 「拜習會」 ，他不預期兩人會
達成任何重大協議。

白宮國安顧問： 「台灣政策法案」 部分內容讓我們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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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港澳青創10條”2.0版還大力扶
持、促進港澳青少年到黃埔區、廣州開發
區交流，成為新政的一大亮點。根據新
政，該區將創新性開展港澳青年交流活
動，每年安排最高1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打造“青春黃埔行”研學交流特色項
目，高質量舉辦粵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會、
青年創新創業分享會、青年職業訓練營、
嶺南民俗文化體驗等交流活動，不斷增強
港澳青年凝聚力和向心力。值得一提的
是，對於在該區牽頭成立的港澳青年協
會，經認定，每年給予50萬元經費補
貼。

據悉，該區將牽頭成立港澳青年協
會，打造港澳青年之家，為港澳青年研
學、實習、就業、創業提供全流程、全鏈
條“一對一”服務。

“青春黃埔行”活動已經於近期先
行開展，50多名港澳學生參觀了辛亥革
命紀念館，重溫歷史記憶；參觀已有700
年歷史的古村落——深井古村，了解中
國傳統古村落，並以“深井古村如何實現
鄉村振興”，思考設計創業計劃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
廣州報道）2022 粵港澳大灣區
（廣州）智慧交通產業博覽會日
前在廣州揭幕，國產“時速600公
里高速磁懸浮”模型驚艷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博覽會上了解
到，在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
系統去年7月正式下線後，按照項
目推進計劃，擬規劃建設工程試
驗線。而目前粵滬浙等省都規劃
建設高速磁懸浮線，滬（深）廣
高速磁懸浮通道列入《廣東國土
空間規劃》。而廣東也攜手中國
工程院等單位開展“大灣區高速
磁懸浮鐵路預可研”等重大課題
研究，廣深段作為先行段開展工
程預可行性研究。初步研究有5個
線路方案從廣州經南沙或東莞連
接深港地區。

磁浮等“黑科技”亮相灣區
在博覽會展位上，時速600

公里高速磁懸浮連同“超級虛擬
軌道快運”、空鐵列車、跨座式
單軌、高鐵城際列車等“黑科
技”亮相。其中，“時速600公里
高速磁懸浮”外觀十分酷炫，科
幻感滿滿。這款“貼地飛行”神
器被譽為當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
通工具，受到現場觀眾熱捧。觀
眾胡先生坦言，期待國產磁懸浮
未來能與國產高鐵一樣，共同以
“中國速度”享譽世界。

目前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懸
浮將進入工程化落地階段。從工
程試驗線到商業化運營，預計需
要5到10年時間。

據初步研究，廣深港高速磁
懸浮鐵路形成5個線站位方案。廣
州考慮的始發站包括廣州東站、
廣州站、珠江新城3個地方備選，
線路途經東莞或南沙，再經深圳
的前海或福田，連接香港九龍。

值得關注的是，5個研究方案
都將廣深港三地的市區直通，並

規劃在不同站點與當地地鐵、城際等線路相銜
接。線路建成後，將能滿足廣深港的市中心
“半小時”交通圈的目標。

相關交通研究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之前有專家推薦“廣州東站—莞城—（福田）
香蜜湖—香港九龍”線路，因為該線路途經廣
深港三地發展成熟的市區，預計年客運量近
3,5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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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
單個項目最高資助200萬元

2019年，廣州開發區、黃埔區出台全國首個區級支持港澳青年雙創的政策“港澳青創10
條”1.0版，並建成了澳青部落、勵弘數創、灣創之星
等港澳青創平台。此次“港澳青創10條”2.0版，全面
升級扶持措施。

創業資助全面對接港穗體系
新政扶持面大，涉及創業資助、項目引育、創新

激勵、金融支持、辦公補貼、實習就業、合作交流、
生活保障等。

在創業資助方面，新政全面對接香港、廣州等青
創支持體系。根據新政，該區支持香港青年發展基
金、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劃、澳門青年創
業援助計劃資助的項目落戶；對在區內註冊並獲得廣
州市級層面“港澳初創企業補助”或“穗港合作研發
項目補助”的港澳項目團隊，給予100%配套資助，單
個項目最高200萬元。在金融支持方面，取得商業銀
行機構貸款的港澳項目，按照實際貸款利率給予1.5%
（年利率）補貼，每個團隊項目每年最高補貼100萬
元，可連續補貼3年。

此次新政扶持港澳青創的力度甚至大於南沙、前
海。比如，對於新註冊入駐港澳青創孵化載體的項目，
前兩年100%、第三年50%補貼場地租金，單個項目最
高補貼50萬元。相比較而言，前海按照首年補貼
80%、第二年50%、第三年20%，而南沙則是每月按照
每平方米80元的標準補貼1年，最高不超過20萬元。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吸引港
澳青年前來實習。比如，提供每年不少於1,200個政府

機關、企事業單位實（見）習崗位，數量全國最多。
在實習補貼方面，每人每月可最高補貼4,000元，並提
供住宿、保險等一系列後勤保障。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大
灣區內高新技術企業最為密集的區域，生物醫藥、集
成電路、新能源、環保科技等重點產業，吸引了一大
批港澳企業。截至目前，該區累計引進港澳企業1,400
多家，並建設了穗港智造合作區、穗澳科技合作園、
穗澳創新園等重大平台。

港團隊：新政助打通上下游產業
與前海、南沙主要吸引現代服務業港澳青創項目

不同，廣州黃埔區利用實體產業優勢，為港澳青年提
供了大量創業、就業機遇。

位於黃埔區澳青部落的廣州世朗普力斯綠色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世朗環保”），由兩名香港青
年聯合內地合夥人創立，專注於工業固廢資源利用和
技術研發。團隊通過與歐洲團隊共同研發的EPTR解
熱技術，對廢舊輪胎進行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處
理，下游客戶包括煉鋼廠、煉油廠、燃氣廠。

“此次出台的新政，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對我們人才引進、產業上下游打通等方面，有很多實
實在在的幫助。”世朗環保聯合創始人、香港青年邵
敬心表示，事實上，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在對標港
澳，打造了一流的營商環境，這是企業最為看重的。
比如，此次出台“港澳青創10條”，該區明確了實施
時間表，30天內制定實施細則，60天內啟動將開展兌
現工作。

每年百萬元專項資金
促港澳青少年實地交流

◆◆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圖為來自澳門的圖為來自澳門的
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出台迄今力度最大的支持

港澳青年創業就業的政策。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

獲悉，根據最新制定的《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進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實施辦法》（簡稱“港澳青創10條”2.0），單個港澳團隊項目落戶該區

獎勵最高200萬元（人民幣，下同），且3年每年可獲得最高100萬貼息貸款

補貼。另外，為吸引港澳青年到當地就業，港澳籍博士、碩士、本科生、大專

生（副學士）將分別一次性補貼10萬元、6萬元、4萬元和2萬元。黃埔區相

關負責人表示，本次新政最大的特點是從以前的重港澳項目調整升級至全面吸

引港澳青年到區內發展，因此，不僅扶持力度升級，扶持範圍不單單是項目本

身，還包括人才引進、住房、生活保障、青年組織等方方面面。

2022年9月5日（星期一） 文 匯 專 題◆責任編輯：凌晨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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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打擊衞生黑點計劃”正如火如荼進行中，計劃的第二階段將重點美化公共空間、改善街道設施

並優化園林建築。一河之隔的深圳，近年來在加強環境衞生、園林綠化、市容管理等工作方面，全力推進

城市管理精細化智能化，探索出了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徑。連日來，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多個社區共建花

園、垃圾轉運站、大沙河綠道、高科技公廁等地，探尋環境治理的先進做法，盼為香港提供可借鑒的成功

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地埋式”垃圾站
趕走髒臭噪音“撲哧、撲哧……”8月的一天早上，在南山區

大沙河邊，攝影愛好者陳先生正咔咔咔地按着相機
快門，拍攝下一隻從河心小沙洲中飛出的白鷺，牠
的嘴裏還銜着一條魚兒。“現在大沙河生態環境好
了，鳥兒也多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景色時常可
見。”他興致勃勃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自己來
深圳已經二十多年，見證了大沙河從臭水溝變成城
市綠洲的過程，區域水環境和人居環境得到改善，
已成為深圳一條生態綠廊。

治好臭水溝鳥兒願意來
大沙河從陽台山麓發源，是南山區唯一的大河。

早年間，此河因大量採沙船行駛，周邊居民蓋房也直
接從河裏取沙而得名“大沙河”。“以前，這裏就是
條臭水溝，水流小、河床乾枯，臭味撲鼻。別說人
了，就是鳥都不願意來。”市民方女士說，非常喜歡
現在的生態環境，特別推薦臨近西麗地鐵站的九祥嶺
濕地公園，以“濕地森林”為主題。

在大沙河生態長廊，從清晨到夜晚，跑步、騎
行、散步者絡繹不絕。長廊全線設置有單獨的自行
車道、人行步道，以及長約5公里的健康跑道。這裏
是香港跑友鄭子楓周末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

“這裏河流清澈，兩岸綠意盎然，時常有白鷺
飛過，配上專業的跑道，跑起來很輕盈。”鄭子楓
說。

設備多元化 保留原密林
長廊的沿線設置有直飲水裝置、自動販賣機，

結合燈杆配置有WiFi、攝像頭，標識牌上設置的
電子顯示屏，可及時通報天氣情況以及突發的
暴雨洩洪等情況。鄭子楓直言，在香港類似公
共設施的建設遠不及深圳，各方面都要簡陋
很多，希望能通過高科技在大灣區的加速應
用，從而帶動香港加快發展。

據南山區水務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大
沙河生態長廊項目的施工前期，還專門
聘請香港米埔生態濕地生態規劃師Da-
vid Gallacher博士參與項目生態規劃，盡
可能多地保留下沿岸原有大樹、密林及
荔枝林，並設置觀鳥點、昆蟲屋等，提
供一個人與自然對話的場所。為了提升
河流的水質，在沿岸節點處設置人工濕
地，不僅用作城市的濾水器，還成為附
近居民的休閒公園。

港跑友點讚大沙河綠廊：

電子屏報天氣港可借鑒

“以前總覺得垃圾中轉站就是髒
和臭，現在改造以後，既看不到垃圾，
也聞不到異味，外觀也變得漂亮美觀
了。”在深圳南山華僑城僑香路旁，一

棟透明玻璃頂、造型獨特的建築掩映在綠樹
叢中，與周邊居民樓渾然一體。如果不是看到
進進出出的新能源環保車，可能想不到，這是
一座全流程智能化管理的智能“地埋式”垃圾轉
運站。

智慧化管理配置 轉用環保轉運車
這座全封閉式垃圾轉運站“埋”在地下，只

留下小亭形狀的垃圾投放口展現在外。站內有4個
壓縮箱位，每個箱位可容納10噸垃圾。

與傳統的垃圾轉運站不同，這裏不僅看不到垃
圾，在垃圾處理的過程中還幾乎沒有異味和噪音。
深圳市深能環保城市環境服務有限公司華僑城中轉
站負責人孫建剛介紹，為了最大程度減少對居民的
影響，垃圾轉運站配置了專門的噴淋除臭系統，可
有效抑制垃圾傾倒、壓縮及清運過程中產生的異

味。同時，自動翻桶設備專門做了靜音設計，作業
過程中，噪音可以控制在60分貝以內。垃圾站還
配備智能物聯系統，初步實現智慧化管理，具備視
頻監控、溫度監控、自動除臭等功能。

此外，深圳正在積極開展生活垃圾轉運車清
潔化替代工作。截至目前，已在全市五個區推廣
LNG液化天然氣新能源垃圾轉運車65輛。相比目
前普遍使用的柴油垃圾轉運車，LNG垃圾轉運車
在經濟成本、減污降碳方面均具有明顯優勢，更
適合於環衞作業的需要。

��

◆◆華僑城垃圾轉運站內有華僑城垃圾轉運站內有44個壓縮箱位個壓縮箱位。。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深圳各區共建花園達深圳各區共建花園達 240240
個個。。圖為龍華區魚樂花園圖為龍華區魚樂花園。。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鹽田區青少年書畫院鵬灣分鹽田區青少年書畫院鵬灣分
院的師生正在為海漂木做成的院的師生正在為海漂木做成的
柵欄塗色柵欄塗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掃碼看片

廢舊輪胎的盆景，海漂木的柵欄……走進深
圳鹽田區“鵬灣社區藝術花園”，一扇用

海漂木建成的小門映入眼簾，門頂處是色彩繽
紛的鳥屋，園內各種植被錯落有致。綠叢中，
“共同小花園，大家來建造”標語格外顯眼，
花園一隅擺放着許多五顏六色的輪胎，輪胎裏
種植着各種盆栽，綠意盎然。

鵬灣藝術花園：舊物改造盆栽
“原來這是一塊髒亂的荒蕪空地，天氣一熱

成了蚊蟲聚集地，一度困擾了附近居民。”園長
裴亦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鹽田區城管
局與萬科公益基金會共同發起了共建花園項目，
給了這塊空地以華麗變身的機會。經過參與式設
計工作坊、徵集花園名、睦鄰窗內容共創等一系
列準備後，項目號召居民一起啟動了舊物改造、
花園共建工作坊等活動。

據社區志願者徐賢介紹，花園的主要建築
材料是從附近洗車維修店運回的舊輪胎，廢舊
的展示架、海漂木，全部交由鹽田區青少年書
畫院鵬灣分院的師生進行改造。“改建的過程
中，還有不少社區居民參與進來，大家積極認
養植物，帶着孩子一同體驗種植。”經過“翻
新”後，荒蕪綠地變身“創意花園”，成為居
民家門口的綠色休閒場所。“把廢棄物進行再

利用，大家一起動手變廢為寶，很有意義。”
居民陳女士說。

筍崗火車花園：突出文化特徵
位於羅湖區筍崗片區的筍崗火車花園，與

廣深鐵路筍崗站僅一牆之隔。這裏原本是一個
垃圾堆疊、髒亂臭的消極邊角地，周邊居民避
之不及，經常投訴不斷。火車站早年承擔對香
港的全部鐵路貨運業務，2010年停用後，附近
開始逐漸荒廢，有居民還曾違規在此開墾種
菜，髒亂現象一直未能根治。

依託共建花園建設項目，社區充分調動居
民參與的積極性，利用場地的文化特徵，共同
設計和謀劃了以“火車花園”為主題的方案。
鐵軌般的園路系統串聯火車廊架、火車頭打卡
牆、車窗驛站，成為筍崗火車文化記憶傳承的
博物館。“不少人還專程來這裏打卡拍照。環
境好了，我們周末也會經常來散步。”市民胡
小姐說。

文錦渡容融樂園：跨境家庭參與
在文錦渡口岸附近的容融樂園，是深圳首

個深港跨境學童社區共建花園。疫情以來，為
解決跨境學童出現的焦慮、抑鬱、朋輩關係缺
失等問題，羅湖區婦聯聯合區城管局、黃貝街
道辦在羅湖區婦女兒童活動中心大樓的屋頂
平台上，創建了容融樂園，為孩子

們提供了一個親近自然、溝通交流的樂園。
最初，容融樂園由15個跨境學童家庭共同

調研、設計草圖、共同建造，跨境學童們為花
園取名“容融”，寓意包容融合，快樂成長。
花園內有深港交融主題景觀，還有雨水花園、
芳草園、芳香園、微植物景觀等。

“在容融樂園，我了解了很多自然知識和
植物知識。”來自香港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三年級的跨境學童王同學，在這裏交到了不少
新朋友，他還認領了幾株桑椹樹，有空就會來
澆水照料，還會給魚塘裏的魚餵食。

“公園裏的深圳”：城市新形態
近年來，為提升城市整體生態環境，深圳

精心打造世界著名花城品牌，全市公園已達
1,238個，“公園裏的深圳”成為當下城市的新
形態。共建花園則選址街道邊角或小區閒置場
地，以社區公共綠色空間為載體，由社區居民
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不但改善了城市小
微綠地景觀品質，而且增加了城市生物多樣
性。為市民提供了“可參與”和“親自然”的
城市健康生活，逐漸成為深圳社區環境治理的
新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各區共建花園240
個，到今年底，將新建共建花園1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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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化万象
近日，位于北京王府井地区的中国国家话剧院

先锋智慧剧场，历经2年多“重装”，迎来了不同寻
常的“首秀”。

7月31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1年度立项
资助、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的“青年导演创作扶持
计划”，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后，正式登陆先锋智
慧剧场。面向社会遴选出的12位青年导演，根据要
求完成古典文学“现代化转译”这一命题，从《水
浒传》和《牡丹亭》两部名著中撷取素材，创作出12
部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小剧场话剧，并从即日起
连续6个周末进行展演，以作品交出自己对传统、
对戏剧、对生活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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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现代化转译”古典文学

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1年度立项资助、中国国家话剧院主
办的“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旨在搭建国家话剧院的平台，集
结青年戏剧人才。计划将陆续推出3季，分别以古典名著改编、世
界经典呈现、中国原创故事为主题。

在谈及为何把古典名著改编作为第一季“青年导演创作扶持
计划”的主题时，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文化自信首
先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认识中国文化，有这样的觉知而后才能有
这样的自信。所以，第一季计划定位于对古典文学的一次探索，
通过改编经典名著，让青年导演和年轻观众能进一步接触、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

《水浒传》 和 《牡丹亭》 作为中国的经典名著，其中的人物
与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长期以来，为电视剧、电影、戏曲等艺术
形式提供了不竭的灵感和源泉。此次“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
挑选这两部名著，是希望通过“一文一武”两种类型，充分训练
和展示青年导演的能力与才华。

“如何将汤显祖的作品进行现代化转译，展示其结构的精
妙、文辞的优美，是选择‘文’的导演需要去做的功课。而选择‘武’
的导演，则需要深究东方美学中的造型意识、行当意识与舞台调度、
舞台空间的流动性的结合。”“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创作统
筹、中国国家话剧院创作部编剧崔磊说。

今天，要在时长1小时左右的小剧场舞台上，呈现文学上的鸿
篇巨制，对任何一位导演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考验。在反复阅读
原著的过程中，此次参与“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的12位青年
导演，或以某个人物为基点，或以某段故事为线索，或以某种视
角为窗口，或以某些戏剧手段为方法，打开了古典文学“现代化
转译”的无限可能。

在 《假行者》 中，导演温琦试图探寻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
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里，武松为何会成为被改编创作最多的角色
之一。在贴合原著的基础上，温琦挖掘了武松形象的多样性。在
他看来，《水浒传》本身就是一部来源于人民的文学，对其“现代
化转译”不是照相机般的复刻，而是结合现实进行加工与再创作。

根据 《牡丹亭》 原著所提供的空间架构，导演高蕾蕾的 《三

生路》，在神界、人世、梦境三界往复穿行，以花神和胡判官的视
角切入，追溯杜丽娘的前世姻缘。在舞美意象表达上，借用“回
型路”构建梦境世界和世间道路；利用“梅树”变化来表示阴阳
转换、时间变化，串联杜柳二人的情思，生动呈现了一场感人至深
的“梦中之情”，诠释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主义精神。

取材自 《水浒传》 第 44回至 46回的 《蓟州疑云》，由头陀与
和尚离奇死亡的一桩悬案展开。导演兼编剧张肖在原有的人物之
上，新增加了蓟州巡尉施耐庵与小铺兵两位主角，通过他们对案
件的调查，拆解重组原来的故事，解开笼罩在石秀、杨雄、潘巧
云等人身上的谜团，为观众呈现出原著中一带而过的细节和人物
的内心世界，发起对情感的追问、忠义的思辨、人性的审视以及
对小剧场话剧的探索。

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哪些火花

“很幸运能参与‘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蓟州疑云》是非
常自由酣畅的一次创作，注入了我多年来对戏剧、生活的体验，是
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张肖表示。

张肖学了4年戏，排过7年戏。在他之前创作的作品中，很大
一部分是国外经典剧本的改编，他深感文本对于二度创作的重要
性。此次，《水浒传》坚实的文学基础、丰富的情节设置、鲜明的
人物特点，给予了他二度创作尽情挥洒的空间。

在 《蓟州疑云》 中，张肖不仅采用悬疑类型化的演出形式，
还在舞台道具和演员表演上，借鉴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假定性手
段，以此实现对舞台的灵活调度。古风音乐和现代音乐的结合，
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也为该剧制造了强烈的记忆点。

“此次参与‘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的导演，无论是不是科
班出身，都对戏剧抱有巨大的热忱。他们通过作品充分展示了自
己的能力和潜力。这个过程中，他们身体力行继承弘扬传统文化
的自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崔磊说。

既然是古典文学的“现代化转译”，传统和现代必然要产生强
烈碰撞。在此次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青年导演自觉运用戏曲、武
术、民乐、非遗等传统元素，将“古”与“今”巧妙融合。比如，《假行
者》 根据戏曲武打编创了“武松打虎”和多个打斗场，一招一式
皆精妙；《念》引入高甲戏这一国家级非遗，将极具功底的唱腔念

白、生动诙谐的丑角表演融入剧情，有力助推了鲁智深形象的塑造。

发掘讲好中国故事的戏剧人才

青年人才是戏剧发展的动力。青年戏剧人才的培养需要平
台，也需要舞台。

“此次创作过程中，中国国家话剧院给予了非常大的扶持，从
剧本的专家意见，到排练厅探班，再到院长亲自到剧场给予建议
和指导，对我们这样一个年轻团队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张肖说。

为了保障青年导演有专业的舞台施展才华，中国国家话剧院
不仅以焕然一新的先锋智慧剧场作为展演场地，而且派出优秀的
舞台美术设计师、灯光指导，为“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保驾
护航，构建了“一文一武”两座梦幻舞台。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立足中华文明传承。”田沁鑫说。
她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当代青年戏剧工作者能更好地树立
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生活的认知，运用戏剧艺术自觉讲述
中国故事，使中华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体现出跨越时
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

据了解，“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将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
的一项常态化举措持续推行下去。今后，还将陆续推出编剧、
演员扶持计划。“我们将通过一系列计划，发掘一批有志于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戏剧文化精神的高水平青年艺术人才，切实
加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中国国家话剧院党委书记巩保江表示。

左图从上至下：依据 《水浒传》 改编的话剧 《蓟州疑云》
《念》剧照。

右图从上至下：依据《牡丹亭》改编的话剧《不在梅边在柳
边》《梦中人》《三生路》海报。

中国国家话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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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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