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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0/29/2022

（中央社）研究人員指出，全球大約 76 億
人口無論是否了解箇中原因，過去12個月都感
受到地球暖化對氣溫造成了影響。這個人數占全
人類96%。

法新社報導，根據氣候科學智庫 「氣候中心
」（Climate Centra）以同行評審方式撰寫的報
告，有些地區在這方面的感覺遠較其他地區強烈
且頻繁。

在熱帶地區以及四周被吸熱海洋環抱的小島

上，人們受到人為氣溫上升不成比例的影響，儘
管這些地區的居民對氣溫上升幾乎沒發揮任何推
波助瀾作用。

研究人員在今天發表的這份報告中指出，他
們在2021年9月到2022年10月之間進行分析的
1021座城市中，以南太平洋的薩摩亞和帛琉2國
首都所受氣候影響最為明顯。

這些城市氣溫上升的可能性與全球暖化從未
發生的假想世界相較，通常高出4到5倍。

至於所受影響最大的大城市則包括奈及利亞
拉哥斯（Lagos）、墨西哥市和新加坡，這些地
方人為的高溫使數百萬居民的健康風險增加。

氣候中心首席科學家史特勞斯（Ben Strauss
）領導下的研究人員，設法找出一種方法來縮小
全球性暖化與人們日常經驗之間的落差。

史特勞斯告訴記者： 「診斷氣候的影響使大
家了解，日常經驗就是氣候變遷的徵兆。它代表
一個信號，顯示我們必須進行調整。」

研究報告研究報告：：全球全球9696%%人口對氣候暖化有感人口對氣候暖化有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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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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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Daniel came to our TV station to
visit with us.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him about his vision and plans
for Harris County.

The County Clerk is the record keeper
for the Harris County courts, handles
funds related to cases and coordinates the
juries. The panel selection process assists
customers with criminal, civil and family
matters, including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customers’ requests,
purchasing copies, reports and filing

documents.
After four years, Daniel wanted to

come back and run for County Clerk again
hoping to regain this important position.

Daniel has expressed his high
appreciation for the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for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economy. He has
also promised to strengthen the
multilingual services for the new
immigrants coming into Harris County.
Actually, our votes have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making
factors in the election now.

Daniel toured our TV studio and
printing shop and saw that our local media
efforts are serving the community in more
than twenty languages.

We are urging all of the Asian
American voters to go out and vote and
select the best candidates to serve our
county.

1010//2828//20222022

Chris Daniel Is Running For Harris County ClerkChris Daniel Is Running For Harris County Clerk

代表共和角遂赫里斯郡書記之克里斯丹牛今晨到達美南電視台
訪問， 我們有了一次深入交流之機會。

四年前， 這位曾任書記之共和
黨候選人是捲土重來， 希望再次
奪回寶座。

書記一職是非常重要之職位，
他們負責郡內所有文件之管理並
負責在七十四個法庭選出陪審員
選拔， 而且為民眾辦理各種登記
手續。

丹牛在我們之訪談中，他一再
讃譽移民社區對國家社會之貢獻
，他希望當選後將加強多種語言
之宣導， 為赫里斯郡許多新移民
提供服務。

今晨我帶領丹牛參觀了新設的
美南環球劇場 ，美南印刷廠及新
媒體中心。

這是美國全国及地方選舉之熱
季節， 我們華亞裔選民已経成為
關鍵少數票， 就在這二個月， 我
們己經接待了許多到訪之政客候
選人。

選票和鈔票是我們參政之兩大
力量， 我們今天見證了政治之現實和參政取得話語權之重要性， 大
家共同來努力吧。

赫里斯郡書記參選人來訪赫里斯郡書記參選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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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泰國媒體大亨、
跨性別維權人士安妮．賈卡彭
的 JKN 全 球 集 團 宣 布 ， 以
2000 萬美元（約新台幣 6 億
4000萬元）收購環球小姐選美
比賽主辦單位。

法新社報導，安妮．賈卡
彭（Anne Jakapong Jakrajutatip
） 是 JKN 全 球 集 團 （JKN
Global Group）執行長，同時
也是泰國版 「決戰時裝伸展台
」（Project Runway）的主持

人。
根據集團昨天發布的聲明

，她將成為完全掌有環球小
姐選美組織（Miss Universe
Organization）的首位女性
老闆。

環球小姐選美比賽擁有
70 年歷史，前老闆包括前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但這項選美常被批評對女
性的觀點太過時。

安妮．賈卡彭發布聲明表
示，收購環球小姐選美組織是
一個 「發展品牌」的機會，並
告訴記者希望藉此提升泰國在
海外的形象。

她在曼谷說道： 「我希望
能藉此發展泰國的軟實力，吸
引更多觀光客來到我們的國家
。」

她在臉書（Facebook）發
文指出，感謝粉絲對這項選美
比賽的熱愛與支持， 「我們不
僅將傳承這項比賽，繼續為來
自不同背景、文化和傳統的熱
情參賽者提供平台，也會替下
一代延續發展這個品牌」。

環球小姐選美組織的執行
長艾默瑞奇（Amy Emmerich
） 和 總 裁 許 卡 特 （Paula
Shugart）都將維持原職務。

下一屆環球小姐選美預計
於明年 1 月在美國紐奧良市
（New Orleans）舉行。

環球小姐選美比賽在全世
界165個國家轉播。JKN全球
集團擁有許多外國紀錄片、電
視劇和實境秀在泰國的發行權
，公司股價於收購消息宣布後
應聲大漲近15個百分點。

泰國跨性別媒體大亨
收購環球小姐選美主辦單位

女王給威廉親筆信罕見曝光 粉絲哭了吐心聲
(本報訊)已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辭世月餘，一封她1990
年代寫給威廉王子的耶誕節親筆短箋日前重
見天日，文末更以 「奶奶」署名，讓王室迷
大嘆 「想念女王了」，有人甚至感動到 「熱
淚盈眶」。

綜合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英國
王室粉絲推特帳號 「Real Royal Mail」25日在
推特Po出一張女王過去給威廉王子的親筆短
箋照片，推文描述這張短箋由女王親筆撰寫
，送給當時年紀還小的威廉王子，而且顯然
女王還送了威廉聖誕倒數月曆（Advent Cal-
endar）。聖誕倒數月曆是用來倒數聖誕節的
月曆，通常有24格，從12月1日開始每天打
開一格，裏頭有糖果或巧克力。

這張短箋似乎是用白金漢宮的紙條寫成
，女王在上頭親筆寫下： 「威廉，我希望你
每一天都享受打開這個，奶奶。」

「Real Royal Mail」的推文指出，這張短
箋是從已故黛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一位

前員工手中買下的，原來黛安娜王妃的前員
工將這張短箋賣給了美國波士頓拍賣公司
RR Auction，RR Auction又在2016年底公開
拍賣，當時 RR Auction 執行副總李文斯頓
（Robert Livingston）描述這是少見的王室內
部信函，預估能以1400英鎊（約新台幣5.2萬
元）拍出。

這代表女王的耶誕祝福可能是在1997年
黛安娜王妃過世前送出的，之後變成了黛安
娜的遺物。

已 故 英 國 女 王 伊 麗 莎 白 二 世 （Queen
Elizabeth II）生前與威廉、哈利的鏡頭。
這張照片公開沒多久就讓王室迷瘋狂，至今
貼文吸引數千人按讚，有人讚嘆 「很溫馨」
，有粉絲留言女王和威廉的關係很美好，不
過貼文更多的是釣出了粉絲的懷念之情，許
多人回應 「想女王了」、 「少了她很奇怪」
，還有人似乎因此想起了自己的奶奶，稱照
片讓他 「熱淚盈眶」、 「我奶奶是我的英雄
」。

一波三折的推特(Twitter) 交易案終於塵埃
落定，世界首富馬斯克最後以原先開出的 440
億美元天價收購了這家影響力巨大的社群媒體
龍頭, 他在成為老闆後, 立即在推特上面發布了
一條訊息:”Twitter的一個美妙之處在於它賦予
了公民新聞的力量——人們能夠不受體制偏見
的影響傳播新聞”, 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解雇
了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與法律政策和安全
負責人，就連總法律顧問也被他趕下臺,推特的
工程師已無法再對代碼進行更改，特斯拉的工
程師入場進行檢查以確保在交易完成後，產品
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展現了馬斯克一手掌控人
事後汰舊換新的意志, 他還將推特傳公司的介
紹改為“Chief Twit”，並發佈一條視頻，一語
雙關寫道“進入推特總部，讓它沉入其中！
(let that sink in)”, 他也發佈了一段他自己提著
水槽走進Twitter總部的視頻，引發了人們對於
他對推特未來舉措的猜測。

事實上馬斯克在 4 月同意收購推特後由於
充滿對虛假帳號的疑慮，他花了幾個月時間試
圖退出交易,因為他不同意 Twitter 對那些反复
違反規則的人進行永久禁令的做法, 如今他入
主後,人們必然關注馬斯克會在什麼時候讓前總
統川普重新回到平台，因為他之前說過他希望

川普這樣的保守派聲音重返推特，推特應該成
為“分歧很大的信仰之間進行熱烈辯論的公平
論壇，即使充滿敵意。” 川普的推特帳號 一
旦在期中選舉之前恢復，很可能會對這一次選
舉以及2024的總統大選造成重大影響。

由於互聯網發明以來社交媒體滋生了仇恨
言論, 而這位自稱為“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
在掌握推特大門的鑰匙後，他已成為尋求傳播
信息的極右翼圈子裡的熱門人物, 他如何去掌
控推特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馬斯克表示，他
不在乎這筆交易的經濟效益，他收購推特是因
為社群媒體的一種責任感, 他直言擁有一個受
人信賴與廣泛包容的公共平台對於文明社會的
未來極為重要, 他自期可以讓推特做到這一點,
他提出自己對推特的改變策略，他說:“即使是
對我最糟糕的批評者,我都希望他們留在推特，
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意義。”

不過言論自由的界定與範疇恐怕才是真正
的重點所在， 現在社群媒體最大的爭議就在於
應不應該對發表於其平台上的言論進行管控與
審核？馬斯克顯然將採取放任自由的政策，我
們可預期所有反他或反政府的偏激言論都可在
推特上出現而不被刪除, 言論自由將失控,所以
馬斯克掌控推特非社會國家之幸也!

【李著華觀點 : 推到那兒
馬斯克一手掌控推特非社會國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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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爭端升級，法德部長會議延期
馬克龍：努力修復緊張關系

綜合報導 據報道，原定於本月在法國楓丹白露舉行的法德部長會

議將延遲到2023年1月舉行。德國政府發言人解釋稱，部分部長因需要

履行“其他義務”導致議程沖突而無法參加本次部長會議。但輿論普遍

認為，法德兩國近期在壹些問題上出現的重大分歧才是延期的真正原因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他正努力修復法國與德國的緊張關系，維護支

撐歐盟統壹的法德聯盟。

法國總統府官員表示，馬克龍和德國朔爾茨政府的溝通中，“仍在諸

多問題上存在爭執”，其中能源和國防是目前最需要取得進展的領域。日

前，在朔爾茨政府宣布壹項旨在保護德國企業和消費者免受能源價格上漲

影響的2000億歐元支持計劃後，法國對德國政府未經歐盟層面溝通的單方

面做法表示憤怒。馬克龍警告稱，該計劃無助於改善歐洲通脹，有可能

導致歐盟的“扭曲”。除此之外，雙方還在能源供應渠道及國防建設上

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

路透社援引壹名消息人士的話稱，法國人“對德國人很生氣，尤其

是對朔爾茨。他們沒有在公開場合說，但他們私下裏很憤怒”。法新社

20日報道稱，對此 ，馬克龍在本月20日至21日舉行的歐盟峰會前表示

，“對於我來說，我的願望壹直是維護歐洲的統壹，以及法國與德國之

間的友誼和聯盟”。“馬克龍和朔爾茨之間的爭端升級”，德國《世界

報》20日稱，這是壹場外交地震：法國讓法德政府的磋商破裂。巴黎在

幾個問題上對德國感到憤怒。在壹次采訪中，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談到德

國時，甚至有些居高臨下。

法德部長會議於2003年設立，每年至少舉行壹次，會議在法德兩國

輪流舉行。2022年度會議是3年來兩國政府官員首次面對面會議，因此

備受期待。

俄開發基於石墨烯和玻璃的復合材料

綜合報導 俄羅斯科研人員研發出借助激光生產出基於石墨烯和玻

璃的導電且穩定的復合材料。這項技術的優點是成本低，石墨烯結構成

為玻璃的壹部分，而不僅僅是塗層。相關研究成果近日發表在《先進材

料》雜誌上。

實現這種技術的第壹步是使玻璃具有導電性。目前解決該問題的方

案是從金屬及其氧化物、導電聚合物或碳中制造納米塗層。然而，研究

發現，塗層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磨掉，且使用壽命有限。

俄科研人員提出了壹種借助激光利用石墨烯對玻璃進行改性的方法

。這種技術有助於在任何玻璃產品中制造出能夠成為集成電子產品基礎

的石墨烯導電結構，目的是使用石墨烯來制造新壹代電子產品。

托木斯克理工大學化學和生物醫學技術研究所教授葉夫根尼· 舍列

梅特介紹說，俄科研人員首次展示了如何借助激光生產基於石墨烯和玻

璃的導電且穩定的復合材料。新技術允許用石墨烯“畫出”所需的結構

，這些結構融合到幾毫米厚的玻璃中，確保了材料可長時間使用而性能

不會降低。

舍列梅特稱，利用基於石墨烯和玻璃的新型復合材料，科研人員可

以開發廉價高效的柔性電子產品、新型光電器件以及具有擴展功能的各

種玻璃產品。

“珊瑚公主”號郵輪暴發疫情，多達100人確診！

約2000名遊客在船上隔離

壹艘出現約百名新冠陽性病例的郵

輪 24日停靠澳大利亞西部海岸，大約

2000人可能要在船上滯留數日。

壹入澳郵輪暴發新冠疫情約兩千遊
客在船上隔離

據報道，“珊瑚公主”號郵輪當天

上午停靠西澳大利亞州布魯姆市。船上

已有多達100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大

約2000名乘客可能要在船上隔離5天。

“珊瑚公主”號運營方美國公主

郵輪公司壹名發言人說：“乘客病例

增加，正按照規定對這壹情況作有效

管理。”

西澳州政府本月1日起允許載客量

超過350人的大型郵輪駛入當地水域，

“珊瑚公主”號是首艘進入的郵輪。按

照規定，郵輪運營方需在郵輪進港前12

至24小時將船上疫情數據上報西澳州衛

生部門。

西澳州衛生部門證實“珊瑚公主”

號暴發疫情，但沒有說明確診病例

數量。

“珊瑚公主”號至多可搭載1970名

乘客和900名船員，本月11日從悉尼起

航，原計劃駛經多地後，於11月返回悉

尼。

自2020年以來，澳大利亞政府密切

關註進入本國水域的郵輪。美國公主郵

輪公司旗下另壹艘郵輪“紅寶石公主”

號2020年3月停靠悉尼，全體乘客獲準

下船，其中數百人後續在澳大利亞多地

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此前，據央視新聞7月11日報道，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衛生部門表示，壹艘

名為“珊瑚公主”號的豪華郵輪上暴發

了新冠疫情。

值得壹提的是，據新華社10月13日

報道，澳大利亞聯邦衛生部數據顯示，

全國總人口2500多萬的澳大利亞，累計

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000萬例。在9月28

日至10月4日，澳大利亞日均報告新增

新冠病例5177例。

此前，據央視新聞 7 月 27 日援引

澳媒報道，澳大利亞最近開展的壹項

血液抗體檢測結果顯示，截至 6 月上

旬，該國至少有46%的成年人感染過新

冠病毒。

研究人員日前進行了第二次“血清

調查”，對18至89歲獻血者的5139個樣

本進行了檢測，以確定血液樣本中是否

存在新冠病毒抗體。檢測結果顯示，樣

本中陽性比例自2月下旬以來幾乎增加

了兩倍。數據還顯示，在18至29歲年齡

段的獻血者中感染過新冠病毒的比例最

高，為61.7%。

西澳大利亞州偏遠地區
10月恢復國際郵輪航線
據人民網上月19日援引澳大利亞廣

播公司報道，到達西澳大利亞州中西部

地區傑拉爾頓的國際郵輪航於10月恢復

，遊客將在後疫情時期重新進入到西澳

州偏遠地區。傑拉爾頓中西部旅遊局董

事會成員喬安妮· 布朗表示，在旅遊業經

營者因國際遊客市場的損失而遭受重創

之後，國際郵輪的回歸將為經濟帶來福

音。

國際郵輪此前於2020年3月被禁止

進入澳大利亞，以防止新冠病毒傳播，

直到澳聯邦政府在2022年早些時候解除

禁令。

據報道，“珊瑚公主”號將於10月

底抵達傑拉爾頓，這將是未來12個月內

停靠在傑拉爾頓至少14艘遊輪中的第壹

艘。它最多能容納2900名乘客和船員，

成為該市接待過的最大郵輪。

西澳州中西部港務局首席執行官達

米恩· 塔利表示，預計四艘郵輪將在今年

年底前抵達傑拉爾頓，為這座城市帶來

數千名遊客，郵輪業的重啟標誌著恢復

正常。“遊輪在激活中西部旅遊業方面

發揮著重要作用，”他說，“我們期待

來訪傑拉爾頓和中西部的遊客獲得非凡

的體驗。”

此外，布朗還認為，遊客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懂得旅遊，他們不會將

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視為預訂郵輪的

障礙，而且旅遊公司將會制定並遵循

嚴格的規則制度以防止疫情傳播。但

布朗表示，她對接待和服務人員以及

支持額外遊客的誌願者短缺感到擔憂

。在疫情期間，大多數人已經轉移到

其他行業。

英國新首相夫婦財富值高達8.455億美元
比英國王室更有錢

英國前財政大臣蘇納克成功當選英國

保守黨新黨首，系英國史上首位印度裔首

相，也是唐寧街10號的新主人。《泰晤士

報》當天發布的2022年富豪榜顯示，蘇納

克及其妻子阿克沙塔· 穆爾蒂的財富值估

計為8.455億美元，而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去

世前的財富值為4.185億美元。

比英國王室更富有
據報道，蘇納克的妻子阿克沙塔· 穆

爾蒂是印度億萬富豪之女，其父親是印度

IT服務業巨頭Infosys聯合創始人、億萬富

翁納拉亞納· 穆爾蒂。5月，彭博億萬富翁

指數顯示，阿克沙塔· 穆爾蒂的凈資產約

為13億美元。7月發布的富豪榜顯示，阿

克沙塔· 穆爾蒂擁有價值約7.8億美元的股

份。同時，她還是壹名時裝設計師，通過

自己的私人投資公司投資初創企業。

數據顯示，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去世前

的財富為4.185億美元，查理三世國王和王

後卡米拉的財富估計在3.39億美元至3.96

億美元之間。相較起來，阿克沙塔· 穆爾

蒂比包括女王在內的王室成員還要富有。

據了解，蘇納克

和妻子在斯坦福大學

攻讀 MBA 時相識，

並於2009年結婚，育

有兩個女兒。據《衛

報》報道，他們擁有

四套價值約1700萬美

元的房產組合，其中

包括位於洛杉磯的壹

套頂層公寓，該公寓

可以俯瞰拍攝《海灘

救生隊》的海灘。

曾因避稅遭質疑
今年早些時候，據透露，作為印度公

民，阿克沙塔· 穆爾蒂在英國選擇了非住

所身份，這意味著她每年只需要支付

33932美元的稅額，而不必為海外收入繳

納當地稅。CNN報道估計，這可以幫她每

年在英國少納稅240萬美元。

蘇納克是當時的財政大臣、政府首

席財政部長。在大眾強烈的反對聲後，

阿克沙塔· 穆爾蒂最終選擇放棄非住所

身份。

“我現在將根據我在全球範圍內的所

有收入，包括股息和資本收益，繳納英國

稅。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想這樣做，而不是

因為規則要求我這樣做。”穆蒂在壹份聲

明中這樣解釋稱，她理解並欣賞英國人的

公平感，不希望她的納稅身份分散丈夫的

註意力或影響她的家人，因此才有了這樣

的決定。

德環保組織成員向莫奈名畫潑土豆泥

抗議化石燃料開采

綜合報導 德國環保組織“最後壹代”(Letzte Gen-

eration)成員進入德國巴貝裏尼博物館，在莫奈的名畫

《幹草堆》上潑了土豆泥，以抗議化石燃料開采。

英國天空新聞網報道稱，這幅畫是莫奈著名的

《幹草堆》系列的壹部分，三年前在拍賣會上以1.1

億美元的價格售出。

巴貝裏尼博物館表示，這幅畫由於受到玻璃保護

，所以活動人士沒有對其造成任何破壞。預計它將於

26日重新展出。

據報道，壹名活動人士喊道：“難道要在壹幅畫

上塗上土豆泥才能讓妳聽進去嗎？”“如果我們不得

不為食物而戰鬥，這幅畫將壹文不值。”

活動人士還說，這是為了給面臨氣候災難的人們

敲響警鐘。現場視頻顯示，活動人士大聲疾呼“人們

在挨餓，人們在受凍，人們在死去……我們正處在壹

場氣候災難之中”。該組織表示，他們已經決定讓

“這幅莫奈(畫作)成為舞臺，讓公眾成為觀眾”，以

試圖傳達他們的信息。

不久前，英國環保組織“停止石油運動(Just

Stop Oil)”的兩名成員向英國國家美術館內的梵高畫

作《向日葵》潑灑番茄湯。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2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22

（綜合報導）美國期中選舉將於11月8日登場，會決定聯
邦參議院、眾議院兩院由在野的共和黨或執政的民主黨掌控，
選舉結果也將為總統拜登（Joe Biden）未來兩年任期帶來深遠
影響。

路透社分析不同的選舉結果可能對拜登政府造成哪些後果
。

● 民主黨繼續掌控參眾兩院
對民主黨來說，最好的結果就是保有參眾兩院的控制權，

但各界一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小，民意調查分析網
站FiveThirtyEight等單位預估，民主黨目前大概只有20%的機
率能保住眾議院多數優勢。

拜登承諾，如果民主黨保住國會控制權，就要將墮胎權寫
入法律，並通過攻擊性武器的禁令，他也可能在資助兒童托育
、社區大學和改革移民政策的計畫上加倍努力。

不過，拜登執政頭兩年，已證明一黨同時掌控國會和白宮
，並不代表總統就能稱心如意。

在墮胎和移民等非關預算的議題上表決時，可能仍需要60
名參議員的支持才能避開 「阻撓議事」（filibuster）規則。

● 民主黨維持在參院的優勢 但輸掉眾院控制權
這種情況將引發一連串由眾院主導的調查，從而讓拜登的

總統任期窒礙難行，任何新的大型支出法案也可能無法通過，
因為眾院只需簡單多數就能擋下。

美國聯邦眾議院共有435席，當一個政黨掌握了多數席次
，旗下國會議員就可成為眾議院各委員會主席，並排定他們的

議程。
有可能擔任各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眾議員已表明，他們打

算調查拜登的內閣成員和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抗
疫資金，還有一些議員鎖定拜登之子韓特（Hunter Biden）在
海外的工作，以及聯邦調查局（FBI）對共和黨籍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發起的調查。

眾院也有可能展開彈劾程序，部分共和黨人曾說想要彈劾
拜登，雖然他可能面臨的 「叛國、賄賂或其他輕重罪」指控都
不明確。任何彈劾案都要由參院審理，而民主黨能靠著在參院
的優勢擋下。

共和黨人也矢言提案刪減拜登優先施政項目的開支，例如
對烏克蘭的鉅額軍事援助或環境倡議。如果民主黨主導的參院
不願配合，共和黨人可能會揚言讓一些政府部門關閉或拒絕提
高舉債上限來作為反制。

第118屆美國國會將於2023年1月3日展開，兩黨可能一
開始就會為了政府在剩餘財政年度的預算資金而角力。美國本
財政年度到2023年9月30日為止。

民主黨若能在參院保住微弱的控制權，將可繼續掌有同意
法官任命案的權力，並阻止共和黨籍眾議員推翻拜登的政策、
且推出自己的議程。參院多數黨領袖也可決定要表決哪些事項
，或將哪些議題束之高閣。

● 民主黨沒保住參眾兩院
拜登和民主黨最不想看到的情況就是兩院都沒保住，這可

能導致拜登的政策在未來兩年徹底被凍結，且共和黨致力撤銷

過去兩年已通過的立法，或許還會彈劾他。
共和黨可能會全力推動大幅削減國內支出，並讓一些原定

於2025年年底到期的減稅規定變成永久性措施。還有人提議改
革攸關退休群體的龐大社會安全計畫，以及年長者和身心障礙
人士的醫療保險。

拜登則可行使總統否決權來阻止立法、打消那些想要推翻
他政策的企圖。國會通過的法案還須總統簽署才能成法，而拜
登已表明會在一些情況下動用否決權，例如任何讓墮胎在全國
變成違法行為的法案。

要推翻總統否決權，需要在參眾兩院擁有2/3多數，而共
和黨不太可能握有這麼強大的席次優勢。

預料共和黨無法在期中選舉拿下足夠多的參院席次來克服
「阻撓議事」規則，因此墮胎或移民的相關法案很難在會期之

初通過。
不過，共和黨人可在稅務和預算相關議案上採取特殊的

「協調」程序，在歧見甚深的國會中，兩黨都曾利用這個方法
來推進自己的議程。

至於眾院彈劾拜登的程序能否進一步送交參院審理，將取
決於參院多數黨領袖如何決定，一般認為這個位置很可能由共
和黨資深參議員麥康奈（Mitch McConnell）拿下。

他已承諾，如果成為參院多數黨領袖，將擋下拜登在2024
年提名的任何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

布林肯：若台海爆發危機 對全世界都是壞事 裴洛西舊金山住家遭人闖入
丈夫保羅遇襲送醫

（綜合報導）全球首富、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的執行長
馬斯克（Elon Musk）開除了先前禁掉特朗普（Donald Trump
）的推特高管，因此人們猜測這位前總統可能會重返該平台。

據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28日報導，該公司
法律事務和政策主管蓋德（Vijaya Gadde）是馬斯克在27日晚
間完成440億美元（近1.41兆新台幣）交易時解僱的高管之一
，蓋德女士在 Twitter 決定禁止川普與推特執行長傑克多西
（Jack Dorsey）當時在一個私人島嶼度假的決定中發揮了核心
作用，在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發生親川普的國會山莊
之亂後，川普的帳號被推特前董事會禁止，並被迫建立自己的

社群網路平台Truth Social。
除了推特禁令外，特朗普還因一再否認美國總統大選結果

和傳播錯誤信息而被禁止使用Instagram和Facebook。當時馬斯
克就公開批評了Twitter決定禁止特朗普先生進入該平台。

馬斯克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財務會議上稱這個決定（封
掉川普帳號）是一個 「錯誤」，但沒有直接說明如果他接管公
司，他是否會扭轉它。

「我確實認為封禁川普帳號是不正確的，」馬斯克在5月
表示。“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這個舉動等於切割了美國一大
部分的人民，而且最終也沒有造成川普真正的失去話語權。」

在這項禁令之後，川普一再表示他不會離開Truth Social回
到推特。不過27號晚上，關於川普可能回歸的猜測在推特上盛
行，在計劃讓Truth Social上市的空白支票公司5月提交給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文件中，據稱川普將不得不限制自
己使用其他社群網路平台。

這包括特朗普先生沒有義務在Truth Social上發帖，也不允
許在6個小時內在另一個社群網路平台上發布相同的貼文，但
是他仍然可以隨時通過個人帳戶在任何平台上自由發布有關政
治信息、政治募款或投票活動的信息。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受訪表示，中國對
台灣變得更具侵略性，此區域海上貿易占每日貿易總額50%
，多數手機晶片也是台製，若台海爆發危機，對全世界都是
壞事，因此必須維繫安全。

布林肯（Antony Blinken）27日至28日訪問加拿大，今
天接受蒙特婁（Montreal）當地媒體專訪時談到台海情勢。

被問及中國可能奪取台灣一事是否使他憂心，布林肯表
示，此事確實讓人憂心，中國目前在國內行徑變得更壓迫，
在國外則變得更具侵略性，包括對台灣。

布林肯指出，過去50年來台灣是個成功故事，包括美

中之間，因為所有事都是和平解決，但中國現在卻對台灣越
來越具侵略性。

他說，此區域海上貿易占每日貿易總額50%，多數手機
及用品內的晶片也是在台灣製造， 「若那裡（台海）發生危
機，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壞事，所以我們必須維繫安全，以和
平方式處理問題」。

自中共20大以來，布林肯多次對台海局勢發出警告；
他指出，北京不能再接受現狀，決心在更快的時間內實現統
一台灣。

美期中選舉決定國會鹿死誰手美期中選舉決定國會鹿死誰手
路透分析拜登處境路透分析拜登處境

推特高管一鍋踹 川普推特帳號可望解禁

（綜合報導）根據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官網，由副幕僚長哈米爾（Drew Hammill）發布最新聲明指出
，今天早上一名歹徒突然闖入裴洛西位於舊金山知名富人區
「太平洋高地」(Pacific Heights)的豪宅，對82歲的丈夫保羅．裴

洛西（Paul Pelosi）進行 「暴力攻擊」，目前人已經送至醫院治
療，預計完全康復。據悉當時裴洛西本人並不在現場，她及家
人也隨即對醫護人員表示感謝。

該名襲擊者也已遭警方帶回，至於犯案動機還有待調查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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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統計廳：
2050年韓壹人戶家庭占比將達四成

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壹份數據顯示，

2050年韓國壹人戶家庭占比將從2020年的31.2%增至

39.6%。

按地區來看，2050年江原道壹人戶家庭占比將最

高，為44.1%，忠清北道和大田市(43.5%)等9個市和道

也將超過40%。值得關註的是，壹人戶家庭正以高齡

層為主增加，預計2050年60歲以上獨居老人在全羅南

道、慶尚南道、慶尚北道等11個道和市的壹人戶中占

比將超過60%。

數據顯示，由壹對夫妻組成的二人戶家庭占比

將於2030年首破20%，2050年增至23.3%，達533.5萬

戶。相反，由壹對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占

比將從2020年的29.3%銳減至2050年的17.1%。壹人

戶、二人戶家庭占比之和2050年將達75.8%。

戶主年齡超過 65 歲的老齡家庭將從 2020 年

的 464 萬戶增至 2050 年的 1137.5 萬戶，占比從

22.4%增至 49.8%。老齡家庭中的壹人戶將從 161.8

萬戶增至 467.1 萬戶，即獨居老人占比將於 2050

年達到 20.4%。

日元對美元急漲
日本央行疑似出手幹預匯市

在上周壹度升破1：150的32年

高位後，美元對日元24日早間短線

跳水超400點，市場普遍認為這是日

本央行幹預所致。

與幹預外匯同樣受到關註的是

，在日元疲軟、波動加劇且 10 年

期日本國債收益率也再度升破日

本央行目標位後，日本央行是否

會不得不放棄收益率曲線控制

（YCC）以及日本央行政策轉向的

影響？

日本央行又幹預了匯市？
亞太早盤，美元對日元短線壹

度跳水逾400點，創近兩周新低1：

145.48。市場人士稱，美元對日元早

間突然下跌可能由日本當局再度幹

預引發。不過，日本外匯官員對此

保持緘默，拒絕表態當局是否幹預

匯市支撐日元。截至發稿時，美元

對日元小幅回升至1：148.60附近。

上周，美元對日元匯率壹度跌

破1：150關口，創1990年以來新低

。而1：150是此前很多分析師預計

的日本當局再度出手幹預的心理點

位。

事實上，上周五紐約交易時

段，美元對日元盤中也壹度快速下

次約 580 點，從逾 32 年高點 1：

151.94附近跌至1：146.16附近，最

終收報在1：147.60附近。

對於美元對日元連續兩個交易

日的大幅波動，壹些分析師認為是

由日本當局幹預所致。日媒上周六

也曾援引壹位消息人士的話稱，日

本政府和央行在外匯市場通過購買

日元、拋售美元進行了幹預。

Corpay的首席市場策略師斯卡

莫塔（Karl Schamott）稱：“我認為

是幹預所致，我們看到了大量美元

賣盤，日元幾乎直線跳漲，空頭受

到擠壓。”道明證券高級外匯策略

師艾薩（Mazen Issa）也表示：“很

多投資者之前就壹直關註 150 關

口，將其作為可能觸發幹預的關

鍵水平。很明顯，是日本財務省在

出手賣出美元買入日元，他們正試

圖堅定地捍衛日本央行的超寬松貨

幣政策。他補充稱：“上周稍早，

日本當局任由美元對日元升穿150的

關鍵心理位，基本達到152。然後他

們在壹個流動性非常低的時間入市

幹預，這似乎是為了給投機客帶來

盡可能多的痛苦。”

日本財務省對於市場和媒體的

猜測尚未置評。財經網站Forexlive周

壹的分析文章指出，日本24日上午

絕對進行了幹預。日本財務省有個

習慣，既不確認也不否認幹預。但

當行情很明顯時，市場也就不再需

要官方聲明。剛剛，美元對日元突

然下跌超過400點，如果日本當局可

能試圖迫使日元結束疲軟的話，這

波行情可以看作是為未來幾天的走

勢奠定了基調。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此前曾

表示，日本央行必須密切關註金

融和外匯市場的動向對國內經濟

和物價的影響。日本財務省財務

官神田真人對於 24 日早間的幹預

行動不予置評，但稱“將在月底

公布月度幹預數據，我們的立場

沒有改變，日元過度疲軟弊大於

利，我們這周7天、每天24小時內

都將全天候監控市場，並隨時都

可能對匯市過度、無序波動采取

適當的應對措施”。

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壹周壹也

拒絕就是否幹預外匯置評，但同樣

表示，“我們目前正試圖對抗市場

上的投機者，將根據需要采取必要

的應對措施，絕對不能容忍基於投

機的過度匯率變動，將繼續以高度

的緊迫感監測外匯市場”。

日本央行會放棄YCC嗎？
而隱含在日本政府對外匯幹預

背後的，還有日本央行對 YCC 的

態度。正如市場壹直強調的，支

撐日元和繼續維持量寬政策是無

法同時達到的兩個目標，要確保

其中壹個必然要在壹定程度上放

棄另壹個。

上周，面對日元持續貶值壓力

，日本央行“壹意孤行”堅持YCC

政策。在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上

周三升破0.25%的政策區間上限後，

日本央行周四不得不宣布了新的臨

時債券購買計劃，為自四季度購債

計劃發布以來，首次進行臨時債券

購買。

三菱日聯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的固定收益投資部總經理Masayu-

ki Koguchi表示：“日債收益率上升

的壓力非常大，日本央行的臨時購

債也無法阻止該收益率繼續上升。

而收益率繼續上升（債券繼續下跌

）又進壹步打擊投資者對債券的需

求，整個日本債市就處於惡性循環

之中。同時，疲軟的日元也會推高

日本的通脹，這是債券遭到拋售的

另壹個原因。”

日本央行將公布利率決議和前

景展望報告，隨後黑田東彥將召開

貨幣政策新聞發布會。日本內務部

上周五的數據顯示，日本 9月 CPI

（剔除增稅影響）同比升幅達到3%

，高於前值2.8%，為1991年以來首

次。不過，市場人士預計，通脹上

升目前仍不太可能推動日本央行退

出超寬松貨幣政策。即使通脹蔓延

到能源領域之外，黑田東彥仍可能

表示，退出貨幣寬松政策之前需要

看到更為強勁的薪資漲幅。但同時

，雖然市場人士預計在黑田東彥明

年4月任期屆滿前，日本央行都不會

放棄YCC政策，但也開始擔心，日

元加速貶值和動蕩加劇會使得日本

央行越來越難維持YCC。而壹旦日

本央行毫無預警地放棄YCC，其對

全球市場的沖擊將比近期英國債市

動蕩的影響更甚。

高盛集團的前經濟學家、投資

公司北方砂石（Northern Grittstone）

的董事長奧尼爾（Jim O‘Neill）稱

：“考慮到YCC框架的規模、日本

國債目前的收益率水平處於低位以

及日元疲軟，日本央行如果突然放

棄YCC，可能會在日本國內和全球

造成巨大破壞。如果處理不當，可

能會比英國最近的混亂帶來更大的

全球沖擊。”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

組合經理維吉（Arjun Vij）表示，

去年，由於國債遭到大幅拋售，

澳大利亞放棄了收益率曲線控制

框架，增強了“債市義警”尋找

更多目標的信心。對於市場來說

，最戲劇性的情況是，日本央行將

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放棄YCC

框架，允許10年期日債收益率自由

浮動，同時將政策限制在對短期利

率進行控制的範圍內，這將導致10

年期基準日債收益率上升約50個基

點，最嚴重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全

球投資者對全球長期國債的溢價將

重新定價。

瑞銀分析師本月預測，美國、

澳大利亞和法國的債券風險最大，

如果日本放棄YCC將使日本股市陷

入熊市，並可能使美國和歐洲股市

下跌10%。就算是在YCC框架內的

小幅調整也有可能引發市場風暴。

瑞銀給出的理由是，日本央行突然

放棄YCC可能會加速日元反彈，給

全球債券市場的拋售帶來額外動力

，並引發壹波資金從美國國債等外

國資產回流日本。

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
收費服務協議簽署

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條高速公路——金港高速收

費服務協議在金邊簽署。

該協議由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商銀

行金邊分行、加華銀行共同簽署。金邊至西哈努克港

高速公路是由中國路橋投資建設的柬埔寨第壹條高速

公路，也是中柬在“壹帶壹路”框架下高質量合作的

重點項目。

據介紹，工商銀行金邊分行作為該項目的參貸

行、代理行全程參與了項目的建設。本次代表銀

團與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加華銀行簽署了收費

服務協議，既是銀團融資服務的延續，也是與加華銀

行加強戰略合作的重要體現。

加華銀行作為柬埔寨本地銀行代表，發揮本地網絡

機構布局優勢，為金港高速沿線收費站點提供現金收費

服務。工商銀行金邊分行在提供融資基礎上，聯合境內

外科技人員組建研發團隊，在借鑒國內高速公路收費系

統研發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為金港高速提

供專屬的POS機刷卡、掃碼、ETC繳費系統。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2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22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合照免戴口罩 重開燒烤場 下周四起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食肆酒吧將於
下周四（11月3日）取消營業時限，香港酒吧業
協會主席錢雋永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是非常好
的消息，特別是下月中的世界盃決賽周效應，相
信酒吧業的生意額將完全“復常”，甚至更勝疫
情前11月份的生意額。業界會做好準備，包括
增購酒水及招聘多一倍人手，及向已購買世界盃
播放權的電視台簽約安裝，方便屆時接待球迷。

錢雋永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之前先後放寬酒
吧限制後，目前生意額已回復至疫情前的70%至
80%水平，預期下周四營業時間也解禁，加上世

界盃效應，酒吧人流將上升50%，生意額將再增
加20%至30%，即可以回復至疫情前水平，甚至
超越疫情前生意，“放寬限制後，將增加顧客到
酒吧消遣的意慾，加上下月有世界盃賽事，更會
令客人數目增加。”

以往有世界盃等大型足球賽事時，都會吸引
不少球迷到酒吧睇波，惟酒吧在目前的防疫措施
下只能營業至凌晨2時，而世界盃有不少賽事在
香港時間凌晨3時進行，酒吧未等到開波就要打
烊，故業界都對安裝收費電視望而卻步，如今放
寬營業限制，業界會考慮安裝，“由於有世界

盃，相信下月生意不但回復正常（疫情前水
平），甚至更勝以往同月的營業額。”

料業界將增聘一倍人手
業界此前受疫情影響，流失了不少人手，錢

雋永估計業界要增聘多一倍人手以因應復常。同
時，業界會趁取消限制增加酒水等入貨量。

對特區政府仍要求所有顧客進入酒吧前出示
快測陰性結果，錢雋永認為，有關措施已實施了
一段時間，顧客已習慣有此要求，相信不會對生
意造成影響。

三招放寬限聚令 食肆酒吧開通頂

香港27日新增6,062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而各種變異病毒的輸入個

案和本地個案均有零星增加，但重症

和死亡人數維持平穩，甚至回落，反

映這輪疫情並未衝擊香港醫療系統，

令香港有進一步復常的空間。香港特

區政府27日宣布，由於風險可控，將

由下周四（11月3日）開始放寬三項

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取消食肆、酒吧

營業時間及堂食時間限制，所有室內

場所台上合照及婚宴合照豁免戴口

罩，以及重開燒烤場。由於香港即將

進入季節性流感高峰，香港醫務衞生

局副局長李夏茵估計“口罩令”將維

持一段時間，而入境檢疫措施也不宜

即時“鬆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李夏茵27日聯同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及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關慧敏舉

行記者會。張竹君在回顧過去一段時間的疫情
時表示，過去一星期，香港單日確診個案有輕
微上升、每日平均數是5,568宗，比之前一周的
5,281宗上升5.4%；本地個案上升約5%，由平
均4,917宗增至5,165宗。在實施“0+3”入境
檢疫安排後，輸入個案上升10%，而過去7日平
均數是403宗，對上一星期則是每日364宗，輸
入個案佔整體個案約7.2%。

重症人數平穩 公院服務恢復八成
整體確診個案雖然上升，但重症和死亡人

數平穩，過去7天死亡個案維持52宗，每日錄
得4至10宗，而對上一周則為每日5至12宗。
關慧敏表示，過去一星期確診住院人數略有上
升，介乎1,800人至1,950人，每日平均有230
名確診病人入院。但危殆、嚴重確診病人數量
平穩，維持六七十人左右。醫管局九成非緊急
手術服務已經恢復，整體服務已恢復超過八
成，內窺鏡服務亦已恢復正常。

李夏茵表示，死亡個案及重症數字相對穩
定，醫院體系服務也能承受到目前的壓力，
“每日入院的數字亦相對穩定，所以我們拿捏
這個空間，希望可以進一步放寬一些防疫政
策，希望大家的生活可以輕鬆些。”因此，政
府將由下周四起取消食肆、酒吧營業時間及堂
食時間限制；在酒店、食肆、體育及宗教等活
動場所上台拍照不用戴口罩，而政府轄下燒烤
地點亦會陸續重開。

輸入個案上升 暫不放寬至“0+0”
她強調，是次“減辣”平衡了經濟及傳播

風險，但其他防疫措施仍未撤銷，例如12人限
聚令繼續生效，故不准超過12人聚集燒烤。至
於“口罩令”及剛延長到明年中的“疫苗通行
證”，她相信會維持多一段時間，“我個人認
為戴口罩是必須堅守，尤其是接下來是流感高
峰期，過去三年香港流感比較平穩基本上沒有
什麼個案，我們着實擔心如果很快不用戴口罩
那個反彈會很嚴重。”同時，由於疫情仍未穩
定，“疫苗通行證”仍有必要維持，以鼓勵市
民打針。

對有聲音建議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措施，
李夏茵指出，海外輸入個案持續上升，若放寬
至“0+0”，將有違風險可控原則。“我真的
沒有水晶球，告訴大家究竟短時間、長時間，
還是很快可以變成‘0+0’。現時海外輸入個
案飆升嚴重，再考慮放寬‘0+0’，風險較
大、亦有違可控制風險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下周四起再放
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餐飲業界歡迎解除營業時間
限制，以及容許婚宴除口罩合照，形容新人及親友
終於可以展露笑顏留影。但由於香港夜生活“熄
燈”一段長時間，市民需時復常，相信生意初期只
有一兩成增長。

新人合照可展笑容
宴會集團負責人蘇玉屏表示，歡迎政府進一步

放寬防疫限制。她指出，婚宴屬於一生人最重要的
一刻，台上合照不用戴口罩，可展現新人的笑容，
又希望政府下一步解除宴會人數240人的上限，可以
令新人預訂酒席更有彈性。

國際餐飲聯合總會創會會長胡珠指出：“這是
一個德政，無形損耗可逐步放寬，這對我們業界肯

定有幫助。現時客人沒打算夜生活，慢慢會培育，
一下子沒那麼快，我看生意會慢慢增長，相信初步
一兩成都會有。”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相信，政府今次放
寬不會造成疫情大反彈，除非發現社區出現新的變
種病毒，但目前全球無論是XBB等病毒，造成的傳
播情況不算嚴重，加上今次放寬措施幅度較小，風
險應該不大，不用過於擔心。

業界讚德政 生意料即增兩成

生效日期：11月3日起

即將放寬的防疫措施

項目

政府轄下燒烤場地
陸續重開

解除對餐飲、酒吧等表列處
所的營業時間、堂食時間限制

餐飲處所、遊樂場所、公眾娛樂
場所、體育場所、活動場所、宗教
場所、會址或酒店、賓館會議室、
多用途舉行的活動，台上拍照時，
可以免佩戴口罩，婚宴時亦
可除口罩影相

放寬原因

戶外飲食，染疫風
險不會高於食肆

整體重症率平穩，考慮民
生、經濟需要

不會增加疫情風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酒吧業：適逢世界盃 生意勝疫前

燒烤場重開好期待
市民何先生：放寬防疫措施

有助提振市道，相信對店舖生意
有幫助。至於燒烤場重開，當然
是好事，好長時間沒有約朋友去
玩啦，好期待。

戴口罩影相更安全
市民陳先生：雖然放寬防疫

措施，出席某些活動影相時已不
用戴口罩，不過為安全計，還是

戴口罩好一些，始終健康
最緊要。對於燒烤
場重開，真是
好興奮，希
望盡快約朋
友去玩。

�#
��

��(���

盼望盡快正常通關
食肆老闆李小姐：我只會每

天開舖到晚上10時，所以新措施
對我哋幫助有限，反而期望盡快
恢復正常通關令疲弱市道重拾興
旺，市民才會願意消費。

▼酒吧業表示，歡迎政府取消營
業時限，適逢下月舉行世界盃決
賽周，酒吧業生意有望恢復甚至
超越疫前水平。 資料圖片

◆政府公布，11月3日起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包括解除餐飲處所、表列處所的堂食及營業時間限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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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民”二字理解 源於陝北插隊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專

程從北京前往陝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重溫革命戰

爭時期黨中央在延安的崢嶸歲月，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

偉績，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賡續紅色血脈、傳承奮鬥精

神，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的堅定

信念。習近平強調，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弘揚延安精神，

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發揚鬥爭精神，為實現黨的

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鬥。

習近平強調，延安時期，黨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

宗旨並寫入黨章，強調共產黨“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

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黨的幹部“把屁股端

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形成了“只見公僕不見官”的生動

局面。全黨同志要站穩人民立場，踐行黨的宗旨，貫徹黨的群眾

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自覺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思想貫穿到各項工作之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讓現代化建設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參觀結
束後，習近平滿懷深情地說，
我 在 延 安 地 區 生 活 勞 動 了 7

年，我的父輩也是從這裏走出去的，我對這裏十
分熟悉。當年在陝北插隊的時候，每次路過延
安，我都要來七大會址、楊家嶺、棗園、鳳凰山
等革命舊址看一看。

在新華社日前播發的特稿《新征程領路人習近平》
中，也對習近平在陝北農村插隊的經歷有所描述。對於
這段經歷， 習近平講，對“人民”二字的理解來自他在
陝北插隊時的感受。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貫穿他的從政生
涯。

1953年6月，習近平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他的
父親習仲勛是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近平從
小深受父親影響。後來他形容父親“像一頭老黃牛，
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着”；“這也激勵着我將自己
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群眾服務的事業中，報效養
育我的錦繡中華和父老鄉親”。

不滿16歲，習近平即離開北京，隨身帶着母親
齊心縫製的一個繡有“娘的心”字樣的針線包，到

陝北農村插隊勞動7年。

帶領鄉親打井修淤地壩
文章寫道，他在回憶這段生活時把自己稱作

農民。他遠離家人，睡窯洞，被跳蚤咬，與鄉親
們一起放羊、鍘草、挑糞、拉煤，什麼苦都吃。
習近平在梁家河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大隊黨
支 部 書 記 。 他 的 願 望 是 “ 讓 鄉 親 們 飽 餐 一 頓
肉”。他帶領鄉親們打井、修淤地壩、修梯田、
建沼氣池。一年後，村民吃不飽飯而去逃荒的情形
看不到了。

2013年，習近平出訪哥斯達黎加，到一個農戶
家裏做客時，還特別提起自己當農民的經歷。“很
少有國家領導人會因為自己曾經是農民而感到驕
傲。”農戶主人的兒子阿爾貝托說，“別的領導人
可能不會提及這種經歷，但習近平不是這樣的。”

艱辛的農村生活使得習近平格外珍惜糧食。擔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他多次就“舌尖上的浪費”
作出批示，要求開展“光盤行動”。他反覆叮囑中
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新華社

27日上午，習近平等集體乘車，來到位於延安
城西北的楊家嶺革命舊址。1938年 11

月，中共中央機關由鳳凰山遷到楊家嶺。在楊家嶺期
間，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展了
延安整風運動，領導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習近平等首先來到中共七大會址。1945年4月至
6月黨的七大在這裏召開。我們黨成立時只有50多名
黨員，到黨的七大召開時已經擁有了121萬名黨員。
習近平緩步瞻仰會場，他表示，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
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標誌着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
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黨通過延安整風，
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黨的空前統一
和團結。在思想上，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
導地位，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在組織上，黨形
成了一支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集團。
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黨後
來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開闢了正確
道路。

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定不能丟
習近平等集體乘車前往延安革命紀念館，參觀《偉

大歷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歷史陳列》。
從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

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政
治指導中心和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展覽全
面系統展示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把馬
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
延安領導全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光輝歷史。習近平等
依次參觀了“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創建新
民主主義的模範試驗區”、“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

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等展覽內容。習近平
不時駐足觀看，同大家一起緬懷黨中央在延安時期
的崢嶸歲月。

參觀結束時，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表示，延
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新中國的搖籃。從1935年到
194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生活
和戰鬥了13年，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
實現歷史性轉折，扭轉了中國前途命運。巍巍寶塔
山，滾滾延河水。延安用五穀雜糧滋養了中國共產黨
發展壯大，支持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延安和延安人
民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要永遠銘
記。

到中央工作後，習近平先後3次來延安考察調
研。習近平說，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來，
就是要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繼承和發揚延安時
期黨形成的優良革命傳統和作風，弘揚延安精神。

習近平指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
精髓。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回答
“在抗大應當學習什麼”時指出，“首先是學一個政
治方向”。全黨同志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決貫徹
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堅決落實黨中
央決策部署，把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繼續推
向前進。

習近平指出，黨中央和紅軍安家延安後，由於
敵人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條件十分艱苦。延安
軍民積極響應毛澤東同志發出的“自己動手、豐衣
足食”號召，開展了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有力
支持了抗日前線。全黨同志要大力弘揚自力更生、
艱苦奮鬥精神，無論我們將來物質生活多麼豐富，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一定不能丟，腳踏實
地、苦幹實幹，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把國家

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習近平強調，當年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

延安，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
敗了“西安作風”。全黨同志要把老一輩革命家和共
產黨人留下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傳承好發揚好，勇
於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習近平指出，延安時期，黨以頑強的鬥爭精神和
高超的鬥爭本領，有力開展了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
的鬥爭，有力應對了西安事變、七七事變、重慶談判
等一系列重大挑戰，有力領導和指揮了全國革命鬥
爭，有力應對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
攻，靠小米加步槍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全黨同志
要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堅決戰勝前進道路
上的各種困難和挑戰，依靠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
天地。

習近平強調，黨的二十大制定了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描繪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
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讓我們踏上新
征程，向着新的奮鬥目標，出發！

臨行時，習近平同在場的老黨員以及老紅軍、老
八路、烈士後代，黨校幹部學院教師及紀念館工作人
員等親切交流，勉勵大家弘揚革命精神，講好黨的故
事，激勵人們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不懈奮鬥。現場響起長時間熱
烈的掌聲。

劉國中、陳希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陝西省
有關負責同志參加上述活動。

���

◆這是習近平等在楊家嶺參觀毛澤東舊居。 新華社

◆這是習近平等在楊家嶺參觀朱德舊居。 新華社

◆◆這是習近平等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這是習近平等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參觀參觀《《偉大歷程偉大歷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歷史陳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歷史陳
列列》。》。 新華社新華社

新征程新征程邁邁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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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作者簡介】：陳慧慧（ Alita)， 湖南人, 來美12 年，先後居住於
德州的奧斯汀和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現居休斯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目前在銀行任職。

夢中的白樺林夢中的白樺林

這片樺樹林這片樺樹林
像殘冬逗留的一場雪像殘冬逗留的一場雪
像一場白色的幻夢像一場白色的幻夢
又像是無法走出的童話又像是無法走出的童話

只有清風舞動只有清風舞動
這一片幽藍和雪白這一片幽藍和雪白
這被夕陽點燃的樹梢這被夕陽點燃的樹梢
還有蓮花般盛開的紫玉還有蓮花般盛開的紫玉
蘭蘭

這樣暗香浮動的黃昏這樣暗香浮動的黃昏
讓人總覺得春天就在拐讓人總覺得春天就在拐

角角
美好正在步步逼近美好正在步步逼近

可是可是
也許只需要一秒也許只需要一秒
太陽就會西沉太陽就會西沉
樹梢就會黯淡樹梢就會黯淡
一場夢就會在冷風裡驚一場夢就會在冷風裡驚
醒醒
童話會瞬間破碎童話會瞬間破碎

是的是的
只需要一秒只需要一秒
天地就可以互換天地就可以互換
暴雨就可以傾盆暴雨就可以傾盆

而你而你
卻還留在原地卻還留在原地
留在了這無邊的暗夜裡留在了這無邊的暗夜裡
倉皇不知所措倉皇不知所措
…………

可是可是
你一定要擦乾眼淚你一定要擦乾眼淚
等著那雪一樣的月亮等著那雪一樣的月亮
爬上天際爬上天際
等它驅趕這一片冷寂黑等它驅趕這一片冷寂黑
暗暗
拔掉這黑夜的獠牙拔掉這黑夜的獠牙

你一定要等你一定要等

等到星垂平野等到星垂平野
月湧江河月湧江河
等著舉杯邀明月等著舉杯邀明月
醉臥花影下醉臥花影下

你要相信你要相信
雪真的來過雪真的來過
在白晝在白晝
在黑夜在黑夜
在這場不想醒來的夢裡在這場不想醒來的夢裡
悄然飄落悄然飄落
…………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風中有朵雨做的雲

一朵雲一朵雲
無心已出岫無心已出岫
沒有姿態沒有姿態
亦不問遠方亦不問遠方

她攜著風她攜著風
裹著霧裹著霧
越過山川和大海越過山川和大海
穿過洪流和日月穿過洪流和日月
捎來四季的消息捎來四季的消息
和大雁翅膀下每一次戰栗和大雁翅膀下每一次戰栗

像一場盛大的奔赴像一場盛大的奔赴
懷抱著所有的柔軟懷抱著所有的柔軟
義無反顧義無反顧

卻也不曾為誰停留卻也不曾為誰停留

她在波心留下自己的嫵媚她在波心留下自己的嫵媚
在明月松間輕舞霓裳羽衣在明月松間輕舞霓裳羽衣
她閱遍天地晝夜她閱遍天地晝夜
人間滄桑人間滄桑

她和蒼茫大地她和蒼茫大地
永恆的對峙永恆的對峙
又默默守望又默默守望
她俯身親吻山川河流她俯身親吻山川河流
卻又一次次決然離開卻又一次次決然離開
山的那一邊山的那一邊
是她嚮往的自由是她嚮往的自由

當她身體沉重當她身體沉重
疲憊不堪疲憊不堪

大地輕輕攬它入懷大地輕輕攬它入懷
疼痛於她淚水里飽含的苦澀疼痛於她淚水里飽含的苦澀
她把每一滴淚歸還給大海她把每一滴淚歸還給大海
把每一滴雨歸還給星辰把每一滴雨歸還給星辰
它們一次次哭著靠近它們一次次哭著靠近
卻又一次次揮淚別離卻又一次次揮淚別離

她吹過四季吹過的風她吹過四季吹過的風
也走過萬水千山的路也走過萬水千山的路
她路過無數的風景她路過無數的風景
卻不曾忘記歸期卻不曾忘記歸期
她就是路過他波心的那朵雲她就是路過他波心的那朵雲
等他去打撈拾起等他去打撈拾起
等一場雨後重逢等一場雨後重逢
還有含淚相擁還有含淚相擁
…………

大海大海

她喜歡大海她喜歡大海
喜歡海水在浪尖堆積的每喜歡海水在浪尖堆積的每
一次顫栗一次顫栗
喜歡她們沖向海岸的每一喜歡她們沖向海岸的每一
次全力奔赴次全力奔赴
喜歡她們一次次的破碎喜歡她們一次次的破碎
又一次次的義無反顧又一次次的義無反顧

她更喜歡暗夜裡的大海她更喜歡暗夜裡的大海
喜歡她表面的波瀾不驚喜歡她表面的波瀾不驚
她的暗流湧動她的暗流湧動
還有她被海岸環繞沉睡的還有她被海岸環繞沉睡的
樣子樣子

她咆哮過她咆哮過
也被狠狠的撕碎過也被狠狠的撕碎過
她的熱烈和矜持她的熱烈和矜持
都藏在了谷底都藏在了谷底

她的每一份她的每一份
凌厲和不屈凌厲和不屈
都在利刃一都在利刃一
樣的浪尖上樣的浪尖上
低吟低吟
而所有淚水而所有淚水
的鹹腥的鹹腥
都在每一次都在每一次
的呼吸裡的呼吸裡
日漸風乾成日漸風乾成
鹽鹽
那些禁錮她那些禁錮她
的礁石的礁石
終究在一次終究在一次
次廝磨的疼次廝磨的疼
痛裡痛裡
敗給了歲月敗給了歲月

她不動聲色她不動聲色
任風雲變幻任風雲變幻
海鷗來過海鷗來過
飛鳥來過飛鳥來過
暴風雨和黑暗也來過暴風雨和黑暗也來過

她能盛下藍天烏雲她能盛下藍天烏雲
也能讓星星月亮也能讓星星月亮
住進來住進來
…………

第六篇第六篇：： 清晨清晨

一朵玫瑰一朵玫瑰
沐浴在清晨的霧靄裡沐浴在清晨的霧靄裡
每一滴露水每一滴露水
還飽含著昨夜殘存的月光還飽含著昨夜殘存的月光

一顆野草一顆野草
倔強地從縫隙裡探出腦袋倔強地從縫隙裡探出腦袋
紫色的牽牛花紫色的牽牛花
把藤蔓拼命伸向藍天把藤蔓拼命伸向藍天
西紅柿蜷縮著葉子西紅柿蜷縮著葉子
鐵柵欄鏽跡斑駁鐵柵欄鏽跡斑駁
七星瓢蟲扇動著透明的翅膀七星瓢蟲扇動著透明的翅膀
又突然調轉身子又突然調轉身子
揚長而去揚長而去
…………

掃把斜歪在角落掃把斜歪在角落
玩具散落了一地玩具散落了一地
一陣微風拂過一陣微風拂過
小草就匍匐在地小草就匍匐在地
一寸寸矮下頭去一寸寸矮下頭去
小貓步履輕盈小貓步履輕盈
半個身子藏在樹影裡半個身子藏在樹影裡

狗迎著陽光奔過來狗迎著陽光奔過來
肥大的耳朵迎風翻飛肥大的耳朵迎風翻飛

她蓬亂著頭髮她蓬亂著頭髮
揪貓細長的鬍鬚揪貓細長的鬍鬚
她追趕小狗她追趕小狗
和它滾作一團和它滾作一團

庭院深深庭院深深
柴扉小扣柴扉小扣
只有風鈴在風裡兀自旋轉只有風鈴在風裡兀自旋轉
發出清冷的迴響發出清冷的迴響

她沉迷於這樣的清晨她沉迷於這樣的清晨
沉迷於這樣粗曠而細微的真實沉迷於這樣粗曠而細微的真實
沉迷於這萬物競相生長沉迷於這萬物競相生長
各得其所的模樣各得其所的模樣

她任由鶯飛草長她任由鶯飛草長
任太陽東昇日落任太陽東昇日落
任四季變幻任四季變幻
世事無常世事無常
任這樣偶爾無所事事的自己任這樣偶爾無所事事的自己
在一盞清茶裡在一盞清茶裡
在清風朗月裡在清風朗月裡

消磨這片靈魂的淨土消磨這片靈魂的淨土
歲月的寂靜歲月的寂靜
和荒蕪和荒蕪

窗外諸事窗外諸事
皆與我無關皆與我無關
我只需與歲月對望我只需與歲月對望
與時光言和與時光言和
就好就好
…………

Balance Adjusters 你們的理賠索賠專家

Balance Public Adjusters 我們的工作是在您的家庭或商業財產因災難
損壞或丟失後為您提供賠償。我們全天候 24/7/365 隨時待命，隨時
準備成為您的擁護者。

免費索賠審查
住宅索賠
Balance Adjusters 在處理住宅財產損失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我

們為有被保險人的人提供私人保險索賠幫助。在美國和國外因火災
、水/洪水、颶風、風暴、冰雹、煙霧、地震、物品丟失、盜竊損壞
索賠造成的損失。

商業索賠
商業保險政策特別複雜，包含經常被忽視的寶貴潛在利益。平

衡調整員每天處理商業財產索賠。我們完全了解索賠處理流程，我
們可以幫助您通過保險公司的所有官僚機構找到自己的方式。這是
您應得的強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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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美味食譜,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食譜提供自Recipes is provided by                   <Laura’s Kitchen 蘿拉廚房>  

食材
◆ 21盎司 牛肋條/牛腩，切大塊
◆ 1包 牛頭牌麻辣鍋火鍋湯底
   (內附麻辣鍋底包和濃縮高湯包各1包)
◆ 1/2顆 洋蔥，切大塊
◆ 5根 青蔥，蔥白切段，蔥綠切成蔥花 
◆ 5片 薑 
◆ 1大條 紅蘿蔔，切大塊
◆ 1條 白蘿蔔，切大塊或厚片
◆ 喜歡的麵條
◆ 油菜/青江菜

做法
(1)熱鍋，把牛肋條下鍋煎到面面焦香，起鍋備用。
(2)用鍋內餘油爆香洋蔥、蔥白、薑。
(3)放回表面煎香的牛肉塊、半包麻辣鍋底包，以
    小火炒出醬香。
(4)加入半包濃縮高湯包，再加水淹過食材。以大火
    煮滾後，轉小火加蓋燉煮30分鐘。
(5)加入紅白蘿蔔繼續燉煮30分鐘。
(6)煮麵條、燙青菜，放置碗中。放入牛肉湯內的料、
    淋上熱湯、撒上蔥花即可。趁熱享用！

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Spicy Beef Noodle Soup
牛肉麵(簡單不失味)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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