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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今天指出，由於通膨居高不
下，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從今年的
3.1%降至2.2%，後年才會稍微反彈至
2.7%。

法新社報導，OECD在最新預測中
表示，在俄烏戰爭的影響下，經濟 「成
長失去了動力，通膨居高不下，信心已
經減弱，而且不確定性高」 。

OECD首席經濟學家白瑞拉（Al-
varo Santos Pereira）指稱，全球經濟
正 「深受自1970年代以來最大能源危

機的衝擊」 。
他還說，這場能源危機衝擊將通膨

推升 「至數十年來未曾見過的水平」 ，
而且正打擊全球經濟成長。

OECD指出，對抗通膨是 「首要優
先政策」 ，因為飆升物價正侵蝕全球民
眾的購買力。

OECD建議物價漲勢居高不下的國
家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並為家庭及企
業提供援助措施，避免通膨壓力加劇，
因為能源成本 「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依然
高漲並且波動劇烈」 。

OECD：通膨居高不下 全球經濟成長明年放緩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全球摘要2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四       2022年11月24日       Thursday, November 24, 2022

In 1987, the founder, Wei June An, an old monk, in response
to the prayers of the public, located the Chung Tai Temple in
Houston’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Pude Jingshe is the first branch
of the Zhongtai Zen Templ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In 2002, the Zhangtai Zen Temple was completed and
opened. This is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ineage of Zen
Buddhism, but also an important center of Buddh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we were celebrating the ITC 20th-year anniversary
last Sunday, Master Jiantan gave us a spiritual blessing of
Buddhism. Everyone was extremely moved, especially for me as
the old worker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News. We spent 17 years
of hard winters here to fight for our survival in the media business.

In the early 1980’s, the Texas economy was depressed.
Banks had closed down and hundreds of industries were

sluggish. Oil prices went down to $13.00 dollars per barrel. At that
time we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Chinese bank founded by Mr. M.
T. Kuo. He was a retired diplomat and happens to be one of my
alumni from the Taiwan Ching Hi University. We had dinner at his
house and I asked him about our newspaper business. Mr. Kuo
didn’t hesitate to encourage us to expand our business. He
thought the media was a very important indicator of our
community. Finally, we found a half acre of land on Bellaire Blvd.
near Cook Road. It took us almost two years, but we finally built a
two- story building with a printing press and the press began to
roll day and night. We were like in an army with no way out. We
were there until 2001 when we sold the building to the temple and
it became the spiritual center of our community. Today, twenty
years later, we are back to this press room full of memories.

The giant wheel of history keeps moving forward. We are so
proud of our decision to create a legacy of culture and media in
the community. 1111//2222//20222022

International DistrictInternational District’’s Spiritual Landmarks Spiritual Landmark

週日參加了中台禪寺普德精
捨二十週年慶祈福法會, 在莊嚴
明亮之道場中聆聽了住持上見下
曇法師主法觀音祈福大法會。 行

菩薩道承繼臨濟祖師暨惟覺安公
老和尚無上心法， 向在塲數百位
信眾弘掦禪宗心法 ，大家都無比
動容， 尤其尤是美南新聞之工作

伙伴，我們曾在此度過十七年之
寒冬艱辛歲月 ，此時此刻更是令
我頓生感激之情 ，心中掀起無限
之激盪。

早在八0年代 德州經濟一片
蕭條 ，銀行倒閉百業不振， 油
價掉至每桶十三元， 當時我們參
加了由前駐休斯敦外交代表郭明
德學長創建之第一家華資銀行德
州第一銀行在休斯敦百利大道上
開張了， 當時之大環境十方惡劣
， 有天我們去了郭學長家探望
， 郭大嫂精緻之台菜加上美酒使
我們流連忘返， 同時向他請教今
後業務之發展 ，郭學長毫不猶豫
地鼓勵我們要堅持下去 ，並且他
認為媒體是社會公器， 領引社區
之重要指標， 決不可退縮， 誠
然這番言談 ，改變了我們對未來

之信心。
八零年代初 ，我們在萬難中

尋得一塊半畝土地即是目前精舍
之地址開始了另一塲事業之攻艱
戰， 我和妻子領導之團隊全力投
入 ，印報廠開始日夜滾動， 我
們就如一支沒有退路的軍隊 ，必
須勇敢前進。

二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再度
回到這塊充滿回憶刻苦銘心之戰
塲， 變為處學佛、 靜坐、 參禪
淨化、心靈安身立命之道塲， 我
們也見證了國際區今日車水馬龍
之盛況。

歷史之巨輪不斷往前挺進，
我們在美洲大陸創立了文化媒體
的傳奇 ，是共同之光榮。

國際區的精神文化園地國際區的精神文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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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主要島嶼爪哇島昨天發生強震，重創
當地一座城鎮。該國官員今天指出，這場地震
已造成268人死亡、151人下落不明，許多孩
童在學校倒塌時喪生， 「受害者多為學童」 。

路透社報導，印尼人口最多的西爪哇省
（West Java）山區昨天發生規模5.6淺層強震
，重創當地席安約鎮（Cianjur），至少有一座
村莊因山崩而遭到掩埋。這場地震也造成逾
1000人受傷，官員警告死亡人數可能攀升。

印尼國家搜救總署（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gency，Basarnas）署長亨瑞（Henri
Alfiandi）指出，山崩及嚴峻地勢阻礙救援工作
。亨瑞在記者會上表示： 「困難之處在於，受
災地區分散…除此之外，這些村莊的道路毀損
。」 他還說，逾1萬3000人已被疏散到安全的

地方。
他指稱： 「受害者多為學童，因為在下午1

時（地震發生時間），他們仍在學校。」
當地48歲女性居民裘裘（Cucu）告訴路透

社： 「我腳下的所有一切都崩塌了，我被這個
孩子壓在下方。」

裘裘流著淚表示： 「我的兩個孩子倖存下
來，我將他們挖了出來…我還帶其他兩個孩子
來這裡，還有一人下落不明。」

裘裘的親戚赫斯蒂（Hesti）則指出： 「許
多屍體停放在醫院地上，看起來相當擁擠。」

印尼國家災害應變總署（National Disas-
ter Mitigation Agency, BNPB）署長蘇哈里揚
托（Suharyanto）告訴記者，這場地震也造成
1083人受傷。

印尼強震釀268死逾千人傷 官員：受害者多為學童

伊朗國營媒體今天報導，伊朗已開始在地
下的福爾多核設施提煉純度達60%的濃縮鈾，
此舉是針對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要求伊朗
政府進一步配合調查所作的回應。

路透社報導，伊朗已在其他地方提煉純度
達60%的濃縮鈾，遠低於武器等級材料所需的
約90%純度，但高於2015年伊朗核子協議前
的20%提煉純度。伊朗當年與列強達成協議，
同意純度上限為3.67%。

半官方伊朗學生通訊社（ISNA）報導：
「伊朗已在致IAEA的信函中通知該機構，開始

在福爾多（Fordow）核設施提煉純度達60%的
濃縮鈾。」 ISNA也指出，這是針對IAEA最新
決議的 「強烈回應」 。

IAEA由35個會員國組成的理事會17日進
行閉門投票通過這項決議。當時在場的外交官
員指稱，這項決議要求伊朗立即配合IAEA的調
查，檢視IAEA在3個未申報場地發現的鈾痕跡
。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昨天駁斥說，IAEA通過
具有 「政治動機」 的反德黑蘭決議，但伊朗擁
有 「最透明的」 和平核子計畫。

伊朗媒體：福爾多地下核設施提煉純度60％濃縮鈾

2022卡達世界盃於20日揭開序幕，儘管飽
受行賄、人權爭議遭各界人士挺身抵制，今年
社會反應與話題相對較冷淡。截至目前，官方
公布每一場比賽上座率皆超過體育場實際可容
納人數，但畫面流出狠狠打臉，深陷灌水疑雲
。綜合《每日鏡報》(The Mirror)、《每日郵報
》(Daily Mail Online)報導，先不論20日開幕戰
的插曲，上半場地主國卡達就遭厄瓜多12碼罰
球和頭錘破門連拿2分，才中場休息就發生大批
卡達球迷悻悻然地離場，下半場開始時都沒有
回來，鏡頭拍下，現場觀眾席空蕩蕩；開幕戰
場地位於豪爾市（Al Khor City）的阿爾拜特體
育場(Al Bayt Stadium)，據官方公布觀看人數達
67,372人，遠高於實際可容納6萬人的座位。

另一場由英格蘭對上伊朗，於杜哈體育城
中心的哈里發國際體育場(Khalifa International
Stadium)同樣如此，實際座位數僅4萬，不過官

方竟稱上座人數為45,334人。此外，當時還發
生國際足聯票務app出現問題，導致大批英格蘭
球迷被擋在場外；幾個小時後，阿爾賈努布體
育場( Al-Janoub Stadium)進行荷蘭與塞內加爾
的賽事，被捕捉看台上大片空位，對比館內可
容納4萬人，官方聲稱統計有41,721名觀眾來
看球。對此，國際足聯以 「在 『賽事模式』
（event mode） 中可增至44,400人」 回應。

還有，以和局收場的B組球隊美國與威爾
斯，當時在可容納4萬人的艾哈邁德·本·阿里體
育場(Ahmad Bin Ali Stadium)角逐賽事，官方公
布的上座人數為43,418人。

造假疑雲曝光後，許多網友留言痛罵 「整
個比賽都是幌子」 、 「顯然卡達人都上過川普
的數學課」 、 「應該是包含了那些被鎖在地下
室的移工」 、 「不意外，英格蘭足球俱樂部也
做過一樣的事」 。

世足爆造假！官方吹連4場坐滿滿 觀眾席一堆空位畫面曝網炸怒

日中兩國政府22日以線上方式舉行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由兩國相關部門負責人就東海等海
洋問題展開對話。為避免偶發性軍事衝突，雙方就盡快開通防務部門幹部間的直通熱線進行協調
。

共同社報導，這是兩國繼2021年12月後再次舉行該磋商。日方對中國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
動表達了關切，此外可能還就中國海警船反復駛入日方宣稱的釣魚台周邊領海，及8月中共圍台
軍演時彈道飛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EZ）等提出了抗議。

報導指出，熱線是日中相互通報體制 「海空聯絡機制」 的核心，目的是在緊急情況下保持溝
通。兩國政府已就設置熱線達成協議，但遲遲未能開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17日的元首會談中達成共識，將盡快開通熱線。

日中重啟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協調開通防務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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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之後的FTX陷入更多混亂：
遭遇黑客攻擊 逾10億美元資產不知所蹤
綜合報導 陷入困境的加密貨幣交易

平臺FTX在周五申請了破產保護，對於壹

個僅僅壹周前還被譽為值得信賴的加密巨

頭而言，這是壹個迅速的崩潰。然而在破

產之後，FTX又發生了壹系列“離譜”的

事件。

該公司周五在壹份聲明中說，創始人

兼首席執行官 Sam Bankman-Fried( 簡稱

SBF)已辭去職務，但將繼續留在公司，協

助進行有序過渡，John J. Ray III已被任

命為FTX的新任首席執行官。申請破產的

包括負責全球交易網站 FTX.com 的 FTX

Trading Ltd.、由 SBF創立的交易公司Al-

ameda Research，以及美國用戶平臺FTX.

US。

FTX、Alameda和其他關聯公司在破產

申請文件中估計，它們擁有超過10萬名債

權人。FTX及其包括Alameda在內的關聯

公司估計它們的資產在100億至500億美元

之間，其負債也在同樣的範圍內，這將使

其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加密貨幣相關

破產案。

黑客攻擊
據悉，破產的當天，FTX便遭遇了黑

客攻擊，資金外流總額超過 6億美元。

FTX表示正在調查相關情況，並要求客戶

遠離FTX的網站。

據區塊鏈分析平臺NANSEN估計，

FTX遭遇了6.62億美元資金神秘外流。加

密交易所Kraken表示，它知道被指控的黑

客的身份，並將幫助當局進行調查。

另壹家區塊鏈分析公司Elliptic表示，

價值約5.15億美元的加密資產“疑似被盜

”，而另有1.86億美元的資產可能被FTX

轉移到了加密錢包中。

FTX.US總法律顧問萊恩· 米勒周六表

示，FTX.US和FTX.com在破產申請後將所

有數字資產轉移到錢包冷儲存，即不連接

互聯網的加密錢包。

新任首席執行官John J. Ray III表示

，已經采取了壹系列應對舉措，壹直與執

法部門和相關監

管機構保持聯系

，並正在進行協

調，並會盡壹切

努力確保所有資

產的安全。他說

：“我們正在取

消交易和提款功

能。”

Kraken 的 壹

名發言人表示：

“我們可以證實

，我們的團隊已

經 知 道 了 盜 取

FTX 資產的黑客

的身份，我們致力於與執法部門合作，確

保他們擁有調查此事所需的壹切情報。”

至少有10億美元客戶資金“失蹤”
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宣布破產的

FTX至少有10億美元的客戶資金不知所蹤

。知情人士表示，該交易所創始人SBF此

前將100億美元客戶資金從FTX秘密轉移

至他個人的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

他們說，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不知所

蹤。壹個消息來源稱，失蹤金額約為17億

美元。另壹消息來源稱，缺口在10億至20

億美元之間。

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將FTX的破產

與安然公司的倒閉相提並論。據知情人士

透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商品期

貨交易委員會(CFTC)正在調查FTX是否不

當處理客戶資金。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FTX的崩

潰顯示出該行業的弱點，加密貨幣市場

需要“非常謹慎的監管”。她補充說，

數字資產目前不會對更廣泛的金融體系

構成威脅。

創始人SBF跑路？
創始人SBF的行蹤也成為了焦點。據

媒體周日報道，有消息稱，SBF計劃搭乘

私人飛機從巴哈馬飛往阿根廷，網友查詢

到航班路線，SBF的私人飛機從巴哈馬飛

到阿根廷，並降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但 SBF告訴媒體，他仍在巴哈馬，

從去年開始他就長住在這裏，沒有飛往

阿根廷的計劃。據最新消息，SBF等壹

行人正接受巴哈馬警方約談，消息人士

稱，受巴哈馬相關機構監視，他們很難

離開當地。

德國男子意外撿到460萬歐元的支票
物歸原主後被獎勵6袋糖果

綜合報導 德國壹名男子近日意外撿到了壹張總額約為460萬歐元的

支票，他與失主聯系後收到了6袋軟糖。

據德國圖片報報道，38歲的Anouar G來自德國法蘭克福，當日他去

拜訪母親。在回家的路上，他在火車站臺上撿到了由德國Rewe超市集

團簽發給糖果巨頭Haribo的支票，支票總額為4631538.80歐元。

德國Haribo糖果公司成立於1920年，總部位於德國波恩，截至2014

年，該公司每年的營業額約為28億歐元。

當時，Anouar驚呆了。他說，“看到支票上面有這麼大壹筆錢，我壹句

話都說不出來了。”隨後，Anouar給Haribo糖果公司發了壹封電子郵件，壹

位律師與他取得了聯系。該公司讓他銷毀支票並發送銷毀的照片證據。

Anouar應公司律師的要求銷毀了支票。幾天後，他收到了Haribo公

司寄來的壹個包裹，裏面裝有六袋該公司生產的軟糖。Anouar對獎勵不

以為然，他認為他為該公司節省了數百萬的損失。他失望地說，“我認

為這有點便宜。”

據報道，Rewe超市集團簽發了這張支票，但不知何故落在了車站。

Haribo公司告訴當地媒體：“因為這是不記名支票，除了我們公司，沒

有人能兌現這張支票。也就是說這張支票只是廢紙壹張，6袋軟糖是我

們標準的答謝禮包。”

德國能源危機可能不會是壹個大問題了

經過了幾個月的折騰，本次歐洲能

源危機中“最大受害者”接連迎來好消

息。

德國天然氣庫存現已“爆滿”，天

然氣消費量削減了30%，即將到來的冬

季可能比往常更加溫暖，市場的緊張氣

氛也大大緩和，天然氣價格較高位大幅

回落。

如今又傳來了最新的好消息。德國已

完成了該國首個液化天然氣（LNG）進口

終端的建設，這意味著德國大概率可以避

免今冬天然氣配給的窘迫局面了。

首個LNG進口終端完成建設，更多
終端已在路上

據媒體報道，德國已於當地時間周

二完成了該LNG進口終端設施的建設。

這處LNG進口終端設施位於德國北

部的“威廉港”，被媒體稱作“浮動存

儲和再氣化設施”（FSRU），也就是說

，從國外進口的LNG將在這裏被存儲、

氣化，之後再通過陸地管網輸送到德國

的千家萬戶。

該項目的完工對於急於尋求擺脫俄

氣依賴的德國而言意義重大。

德國下薩克森州經濟部長Olaf Lies在

壹份聲明中表示：新的LNG碼頭是（德

國）朝著安全能源供應邁出的壹大步。

大宗商品巨頭歐亞集團顧問Henning

Gloystein也表示，威廉港進口終端的完工

標誌著歐洲“在今冬擺脫俄氣依賴”邁出

了“重要”壹步，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

這種努力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有趣的是，威廉港的FSRU設施從開

工到完工“僅”耗時200天，德國經濟

部長Robert Habeck感嘆道，這對於壹個

建設項目可能拖延數年的國家而言，是

壹項重大成就。

Habeck表示，該處FSRU設施將在明

年年初投入使用，將由德國能源巨頭

Uniper運營。

除威廉港外，德國在布倫斯比特爾

港、施塔德港和盧布明港均部署了FSRU

設施。

據Habeck介紹，位於布倫斯比特爾港

的FSRU設施應該在明年年初左右完工，

該項目將由能源巨頭意昂集團（E.ON）

運營。位於施塔德港和盧布明港的FSRU

設施將於2023年底投入運營。

除以上設施，據媒體稱，預計今年

年底在盧布明港還會部署壹處私人特許

經營的FSRU設施。

德國2021年天然氣總需求為905億

立方米。基於該數據，這六處FSRU設施

理論上可以滿足德國三分之壹的年均天

然氣需求。

值得壹提的是，德國有近三分

之壹的天然氣依賴俄羅斯，計劃到

2024 年夏季之前完全擺脫俄羅斯的

依賴。

天氣異常溫暖，天然氣消費量下降
30%

今年早些時候，德國因冬季天然氣

供應而備受困擾，尤其是在俄羅斯大幅

削減北溪1號管道的輸氣量之後。

但最近幾周，這些擔憂有所緩解。

數據顯示，德國的天然氣庫存已幾乎達

到100%，部分是因為近兩月天氣異常溫

暖，天然氣的消費量比季節性平均水平

下降了30%左右。

10月份，居民和工業的天然氣消費

量均遠低於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德國從荷蘭、比利時

和挪威進口的天然氣在過去幾周略有

增加，法國從 10月中旬開始向德國輸

送天然氣。

由於供應緊張大大緩解，歐洲天然

氣價格目前約為 8 月份高位的三分之

壹。當時的天然氣期貨價格高達300歐

元/兆瓦時。

不過，天然氣當前價格仍為歷史平

均水平的三倍，而且本周再次開始攀升

。德國官方機構預計，到周五氣溫將降

至零度以下。這令不少人依舊擔心德國

能否熬過這個冬天。

“今冬註定不愉快，但家庭不會凍
僵，工業也不會崩潰”

對於這個問題，獨立投資公司

FAM Frankfurt Asset Management 的 Rui

Soares認為，不必過於擔心，即使沒有新

的進口終端，德國的家庭和工業也可以

安全過冬。

從供應來看，根據Soares的說法，只

要德國出得起錢，就不愁買不到LNG。

雖然大多數LNG合同都是長期的，

但德國可以以更高價格從供應商手中購

買，或者從其他擁有閑置LNG長期合同

的歐盟國家中購買。

需求方面，據他估計，德國在俄烏

沖突爆發前的冬季天然氣消費量約為500

億立方米，現在大約有400億立方米天

然氣可供冬季使用。那麼，如果沒有新

的進口終端，德國需要將消費量減少約

20%才能避免供應短缺。

Soares表示，德國工業已經通過提

效、停產和燃料轉換減少了 20%以上

的天然氣消耗。家庭也可以將室溫降

低大約 3 攝氏度至17-19攝氏度之間，

以節省同樣的消耗，但這幾乎是“無法

忍受的犧牲”。

但如果終端正常運行，那麼這種

“犧牲”也是可以避免的。Soares總結道

：長話短說：德國的冬天將比以往更不

愉快，但家庭不會凍僵，工業也不會崩

潰。現實勝於想象。

英國人如今更愛“不講究”家宴

綜合報導 壹項調查顯示，英國人如今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時，不

再像從前那樣在廚房裏準備各種大菜。不少人認為，吃用微波爐加熱的

速凍食品就足夠了，他們希望把更多時間花在與朋友相處上。

據報道，廚具企業“爐竈”壹項對2000名英國人的調查顯示，80%

的調查對象認為“家宴”這個詞已經過時；七成人不會為了去朋友家吃

飯而特意梳妝打扮，更喜歡穿舒服的運動衣和運動褲；九成人不願意看

到主人在廚房忙來忙去，認為吃從超市購買的預制餐食就足夠；八成人

說，沒必要給主人帶禮物，比如酒之類。

現年29歲的機場工作人員格倫達· 柯林斯說：“我在廚房裏花的時

間越少，和朋友共飲的時間就越多，如果這意味著只能給大家吃微波食

品，那就吃唄。有壹次朋友來我家，我給他們準備了牛油果、烤豆配吐

司和冰激淩布丁，壹共就用了十分鐘。”

今年早些時候壹項類似調查顯示，30歲以下英國成年人對邀請朋友

到家裏吃壹頓正式家宴這件事“十分緊張”。三分之二的調查對象表示

，他們曾經因為用錯餐具或酒杯、不知道怎麼傳菜等失誤而受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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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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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
和今天在柬埔寨展開會談，雖不預料會有任何
重大突破，但可能觸及危機溝通的重要性，以
及美中在台灣議題上不同的觀點。

綜合路透和法新社報導，奧斯汀（Lloyd
Austin）與魏鳳和今年6月雖曾在新加坡的亞洲
安全會議 「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
logue）場邊進行過會談，但兩人這次在柬埔寨
暹粒（Siem Reap）東南亞國協防長擴大會議場
邊舉行的會談，是繼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Nancy Pelosi）8月訪台後首次面對面。

裴洛西的台灣行激怒了中國，美中自此藉
著高階官員間的接觸會面來緩和緊張局勢。

11月14日，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20國集團（G20）
峰會期間，會談了3個小時。

之後，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中，習近平又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會晤。

美國匿名官員透露，奧斯汀與魏鳳和今天
是在暹粒時間上午10時展開會談。

儘管美中關係緊繃，美國軍方官員長期以
來一直尋求與中方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一來
降低擦槍走火風險，二來因應所有事故。

6月與魏鳳和會面後，奧斯汀曾表示，雙方
的會談是發展這些溝通方式的重要一步。

美中防長柬埔寨會晤 採取行動遏制緊張局勢

美國聯邦參議院農業委員會已表示，將在
12月1日舉行聽證會調查加密貨幣交易所FTX
突然倒閉事件。

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FTX11日
聲請破產，約有100萬名客戶和其他投資人面臨
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損失。FTX倒閉引發波及整個
加密貨幣業的流動性緊縮危機，導致比特幣價
格下跌、其他數位資產重挫。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主 席 貝 南
（Rostin Behnam）是 「為什麼國會需要採取行
動：從FXT倒閉學到的教訓」 聽證會指名傳喚

的第一名證人。
美國聯邦參議院農會委員會（U.S.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主席斯塔貝諾（Deb-
bie Stabenow）17日也敦促國會通過獲兩黨支
持的數位商品消費者保護法案（Digital Com-
modities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她說，
如果有這項法案便可阻擋 「FTX做出不當行徑與
危險行為」 。

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U.S.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也已表示，計
劃在12月舉行聽證會調查FTX倒閉事件。

美國聯邦參議院12／1辦聽證會 調查FTX倒閉事件

美國科羅拉多州同志夜店19日發生5死槍
案，當時英勇制伏槍手的退役軍人今天受訪時
，謙稱他也不知道當時做了什麼，只知道自己
「進入了戰鬥模式」 ， 「我只想保護家人」 。

法新社報導，22歲的奧德瑞奇（Ander-
son Lee Aldrich）在科州科羅拉多泉市同志夜
店Club Q開槍造成5死和至少18傷，隨即被捕
。艾爾帕索郡（El Paso County）檢察官艾倫
（Michael Allen）說，奧德瑞奇被夜店顧客制
伏後，目前人還在醫院，過幾天將首次出庭。

當局尚未正式提出指控，但預計奧德瑞奇
將被控一級謀殺罪名， 「如果證據支持犯罪出
於偏見，我們也會提出這項控罪」 。

科羅拉多泉市長蘇瑟斯（John Suthers）
稱許當時協力制伏槍手的 「兩名英雄」 ， 「所
有相關人員都認為，（他們）挽救了很多生命
」 。

根據 「紐約時報」 ，蘇瑟斯說他已跟其中1
位英雄、有 15 年美國陸軍資歷的費耶羅
（Richard Fierro）聯繫上。

蘇瑟斯說： 「我沒遇過做出如此英勇行為
卻不居功的人，他只對我說， 『我只想保護家
人』 。」

45歲的費耶羅接受紐時訪問時表示，當時
他和太太、女兒還有朋友一起到夜店看變裝秀
，誰知道遇到槍案。

服役期間曾派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費耶羅
說，當時他從槍手身後抓起他的防彈衣，奪走
他的手槍，用手槍打他，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
了什麼，我只是進入了戰鬥模式，我只知道我
得在他殺了我們之前殺了他」 。

「我從他手中奪過槍，開始打他的頭，一
遍又一遍。」

「戰鬥模式」 制伏槍手 退役美軍：我只想保護家人

在全球首富馬斯克接掌推特（Twitter）後，不僅爆發推特
員工出走潮，許多名人也已關閉帳號、停止推文或尋求備用平台
，最近常見推文大致是 「為避免就這樣結束，請至…找我」 。

法新社報導，對一些推特名人，特別是在政治和加密金融領
域工作的人來說，在新老闆馬斯克（Elon Musk）反覆無常的管
理下，這個平台可能有朝一日滅亡是個嚴重問題。

美國政治新星、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Al-
exandria Ocasio-Cortez）上週推文告訴其1340萬粉絲： 「作為

一項備用計畫，請在 Insta-
gram @AOC關注我，那裡真
的是我。」

不少名人早已對推特上充斥
的仇恨謾罵心生警惕，席琳娜
（Selena Gomez）、酷娃恰
莉（Charlie XCX）和尚恩曼
德斯（Shawn Mendes）等流
行樂偶像停止發推文已有很長
一段時間。

但馬斯克焦土策略管理方式以及讓前美國總統川普重返平台
，不僅讓推特產生毒害，也讓它變得不怎麼酷。美國名模吉吉哈
迪德（Gigi Hadid）、精品名牌巴黎世家（Balenciaga）等時尚
達人，以及搖滾明星傑克懷特（Jack White）已成為馬斯克入主
推特以來最先關閉帳號的一批用戶。

服務頂級名人和品牌的公關公司Honest London聯合創辦人
畢欽（Lauren Beeching）表示： 「我們確實預見推特在未來一

個月左右成為名人的忌諱，成為一個類似（川普媒體與科技集團
推出的社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那樣的環境，名人參與其中
，立場會有爭議。」

畢欽說，她的公司利用一位（未具名）公眾人物的推特帳號
試水溫，立刻遭到粉絲強烈反彈，批評他們仍在該平台上。

她說： 「當然，他們在推特上說這種話，因此有點虛偽。但
我個人確實預期會出現大量出走潮。推特一直被認為有毒，但現
在也有了爭議。」

另外，馬斯克接管推特後，該公司數千名員工被解雇，不少
鬧人才荒的科技公司紛紛對這些人招手稱： 「不喜歡馬斯克？來
為我們工作！」

馬斯克幾經波折收購推特後，除解雇公司高層主管，還大幅
裁員，在幾乎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大約一半員工，約3700
人，被炒魷魚。據報導，此外還有數百人辭職。

有些公司透過對馬斯克表達不屑，來吸引有經驗的人才。美
國軟體公司Hubspot 是其中之一，該公司人資長柏克（Katie
Burke）抨擊馬斯克將一群批評他的人解雇。

馬斯克接掌推特是非多名人也釀走出尋求備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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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強心針港股兩日升1538點
新策撐內房 人民幣急升 中美元首會面

內地近日接連出招撐樓市，繼上

周五的“金融16條”，准許內房貸展

期一年等之外，14日銀保監會、住建部及人

行又聯合發布“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通

知，允許優質房地產企業獲得保函置換預售監

管資金。市場相信相關寬鬆措施利好內房股，

加上人民幣匯率急升，帶動港股持續上周升

勢，恒指14日一度升685點高見18,012點，

收升294點報17,619點，成交回升至2,050億

元（港元，下同），是逾5個月來最多。分析

認為，港股兩日累升達1,538點，短期有技術

調整壓力，但中美元首會面，料對兩國關係有

建設性發展，有助穩定港股中期走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人行與銀保監上周五發布《關於做好當前
金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

的通知》，就六方面提出16項措施（市場稱
為“金融16條”），當中包括允許房企未來
半年內到期的貸款，可多展期1年；鼓勵銀
行與業主協商延期供樓，而不影響其個人信
貸紀錄等。另外，銀保監會、住建部及人行
14日聯合發布《關於商業銀行出具保函置換
預售監管資金有關工作的通知》，三部門將
指導商業銀行按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向優
質房地產企業出具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

內房股狂漲 碧桂園爆升45%
在人行與銀保監聯手支持樓市下，14日

內房、物管股皆急升。碧桂園成為升幅最大
藍籌，全日報復式炒高 45.5%，收報 3.26
元，該股自10日前的低位1元，至今已累升
3.26倍，升幅非常驚人。子公司碧服14日亦
升26.7%，其他藍籌內房股如龍湖升16.5%，
潤地漲11.8%，中海外升9%，十大藍籌升幅
中，內房佔去一半。

中型內房股的升幅更突出，富力飆

35.8%，龍光漲38.7%，合景抽升32.8%。其
他物管股有買盤跟進，旭輝永升飆17.8%；
時代鄰里升12.5%，寶龍炒高近一成。

除內房股外，對內房股的貸款佔甚高比
例的內銀股也有支持。花旗報告指，招行上
半年整體房地產貸款佔比減幅達兩位數，高
於其他同業，認為招行將最受惠於內房政策
放寬。招行14日大升7.5%。在內地有較多物
業投資的新世界(0017)及恒隆亦受惠，新世界
升近一成，恒隆升3.7%。

北水流出 港股或技術調整
至此，恒指兩日間累升1,538點，而過去

兩周來，港股更升2,756點。內地穩步推進復
常，優化防疫措施，大行紛紛調升了對中國
經濟評價。不過，有市場人士指出，港股14
日先升後回，使技術上出現一支明顯的“陰
燭”，要留意短期技術性回吐。14日賣出港
股的“北水”，較買入港股的多41億元，國
泰君安國際投資策略師連敬涵認為，看到
“北水”有繼續流出港股的情況，不排除港
股即將進入調整期，但他亦看到上午成交已

有高達1,200億元，也顯示有外資投入港股，
如果短期內繼續有外資再入市，對港股會有
支持作用。
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表示，近期市

場的確是多了很多正面消息，令估值低殘的港
股出現一波大反彈，但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其實
仍然存在，包括中美兩國經濟都可能面對低增
長，故他提醒投資者，有些股票若已經大幅反
彈，最好等它們再下跌時才買入，或分注買
入。指數方面，鄧聲興認為恒指在14,500點已
見今年低位，而18,000點會是關鍵點，因為今
年大部分時間都在18,000點拉鋸，故恒指若能
重上該水平之上是很重要。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分析，

港股延續新一輪突破後的試高行情，仍處於
大漲小回格局發展，大市成交量的不斷提
升，反映資金繼續進場，對後市可以繼續保
持正面態度。他指出，恒指目前支持區仍見
於16,300至16,500點，守穩可保持向好試高
趨勢發展，不排除連續大漲兩天後有先行整
固需求，估計市況已有回復至炒股不炒市的
場景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房市場再獲監
管機構政策支援，中國銀保監會、住房和城鄉建設
部、中國人民銀行14日聯合發布通知稱，允許商業銀
行按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在充分評估房地產企業信
用風險、財務狀況、聲譽風險等的基礎上進行自主決
策，與優質房地產企業開展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業
務。預售資金被看作是陷入財困房企最大的收入來
源。

開展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
相關《關於商業銀行出具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

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保函置換金額不得超過
監管賬戶中確保項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資金額度的
30%，置換後的監管資金不得低於監管賬戶中確保項
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資金額度的70%。如房地產企業未
向監管賬戶內補足差額資金，保函金額不得調整。通
知稱，“支持優質房地產企業合理使用預售監管資
金，防範化解房地產企業流動性風險，促進房地產市
場平穩健康發展。”通知強調，房地產企業要按規定
使用保函置換的預售監管資金，優先用於項目工程建
設、償還項目到期債務等，不得用於購置土地、新增
其他投資、償還股東借款等。
近日內地步步推出政策支持房地市場，其中還包

括擴大房企融資管道、允許多種貸款展期的“金融16
條”，路透社14日引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原中
國人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人行和銀保監會
最新針對房地產市場提出的金融支持舉措，是2021年
9月房地產政策邊際調整以來，力度最大且最為具體
的政策，房地產有機會實現軟着陸。

專家：化解房企流動性風險
盛松成接受採訪時表示，房地產行業既要防範金

融泡沫，也要防範發展失速，維持行業健康平穩而不
偏廢的發展預期，就是對當前中國經濟和民生的最大
貢獻，確保行業維持這一預期、實現軟着陸是金融監
管當局推出政策的根本原因。
盛松成指出，雖然整體政策方向未變，“三道紅

線”和貸款集中度管理仍未取消，但可延遲貸款集中
度管理時限。本輪政策覆蓋的範圍廣，需求端和供給
端幾乎都有涉及。而且在要求金融機構承擔更大責任
的同時，也調整了政策執行力度，短期內可阻隔房地
產行業調整對金融體系的風險溢出，避免風險“顯性
化”和“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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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當地時間11月14日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

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

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中的戰

略性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

題坦誠深入交換了看法。習近平

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

可逾越的紅線。拜登則表示，不

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支持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

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當地時間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新華社

台灣問題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紅線
習近平巴厘島晤拜登 強調要找到中美關係發展正確方向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不
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

合國際社會期待。中美雙方需要本着對歷史、
對世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探討新時期兩國
正確相處之道，找到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
向，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造
福兩國，惠及世界。

冀美方落實總統不支持“台獨”承諾
習近平指出，世界正處於一個重大歷史轉

折點，各國既需要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應
該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應該從這個高度
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
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
功對彼此是機遇而非挑戰。寬廣的地球完全容
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雙方應該正確
看待對方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確立對話而非
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我高度重視
總統先生有關“四不一無意”的表態。中國從
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
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雙方應該堅持相互
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共同確保中美關
係沿着正確航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
能相撞。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這是雙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對抗衝
突的關鍵，也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防護和安全
網。

不衝突不對抗和平共處是兩國共同利益
習近平系統闡述了台灣問題由來以及中方

原則立場。習近平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
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解決
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
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
民族的共同心願。任何人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
出去，都違背中國的民族大義，中國人民都絕
不會答應！我們希望看到並始終致力於保持台
海的和平穩定，但“台獨”同台海和平穩定水
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個中國政
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總統先生多次講過不
支持“台獨”，無意將台灣作為謀求對華競爭

優勢或遏制中國的工具。希望美方將總統先生
的承諾落到實處。

習近平強調，中美是兩個歷史文化、社會
制度、發展道路不同的大國，過去和現在有差
異和分歧，今後也還會有，但這不應成為中美
關係發展的障礙。任何時候世界都有競爭，但
競爭應該是相互借鑒、你追我趕，共同進步，
而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中國有自強不息
的光榮傳統，一切打壓和遏制只會激發中國人
民的意志和熱情。打貿易戰、科技戰，人為
“築牆設壘”，強推“脫鈎斷鏈”，完全違反
市場經濟原則，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只會損人
不利己。我們反對把經貿科技交流政治化、武
器化。當前形勢下，中美兩國共同利益不是減
少了，而是更多了。中美不衝突、不對抗、和
平共處，這是兩國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兩
國經濟深度融合，面臨新的發展任務，需要從
對方發展中獲益，這也是共同利益。全球經濟
疫後復甦、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地區熱點問題
也離不開中美協調合作，這還是共同利益。雙
方應該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為雙
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圍和穩定的關係。

拜登：美認同應確立指導美中關係原則
拜登表示，我同習近平主席相識多年，保

持着經常性溝通，但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對
面的會晤。祝賀你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美中作為兩個大國，有責任保持建設性關係。

美方致力於保持兩國元首以及政府各層級溝通
渠道暢通，就雙方存在分歧的問題開展坦誠對
話，為應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等重要全球性
挑戰加強必要合作，發揮關鍵作用。這對美中
兩國和兩國人民至關重要，對整個世界也十分
重要。我願重申，一個穩定和發展的中國符合
美國和世界的利益。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
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
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
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方也無意尋求
同中國“脫鈎”，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
意圍堵中國。

拜登表示，美中關係如何發展，對未來世
界走向至關重要。美中雙方有共同責任向世界
展示，美中能夠管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於誤
解誤判或激烈競爭演變成對抗甚至衝突。美方
認同應確立指導美中關係的原則，可由雙方團
隊在已有的共識基礎上繼續談下去，爭取盡早
達成一致。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尋
求利用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希望看到
台海和平穩定。

兩國元首都認為，會晤是深入坦誠和建設
性的，責成兩國工作團隊及時跟進和落實兩國
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採取切實行動，推動中
美關係重返穩定發展軌道。兩國元首同意繼續
保持經常性聯繫。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11月14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
會晤。

習近平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主要情況和重要成果。他指
出，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政策公開透明，
戰略意圖光明磊落，保持高度連續性和穩
定性。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繼續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作為出發點，堅定不移把改革開
放進行下去，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中國繼續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
己的立場和態度，倡導對話協商、和平解
決爭端，深化和拓展全球夥伴關係，維護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
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共
贏發展，做全球發展的參與者、推動者，
同各國一起實現共同發展。

習近平指出，自由、民主、人權是人
類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追
求。美國有美國式民主，中國有中國式民
主，都符合各自的國情。中國全過程人民
民主基於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體現人民
意願，我們同樣感到自豪。任何國家的民
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斷發
展完善。對雙方存在的具體分歧，可以進
行探討，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謂“民主對
抗威權”不是當今世界的特點，更不符合
時代發展的潮流。

習近平指出，美國搞的是資本主義，
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雙方走的是不同的
路。這種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後還會
繼續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得到14億人民擁護和支持，是中
國發展和穩定的根本保障。中美相處很重
要一條就是承認這種不同，尊重這種不
同，而不是強求一律，試圖去改變甚至顛
覆對方的制度。美方應將有關承諾體現在
具體行動上，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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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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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化万象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全民抗疫
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让观众
在典型故事中找到普遍共鸣，将伟大抗疫精神
化作回首凝望时的信心和动力，是抗疫题材电
视剧创作的核心。纵观已播出的此类剧集，不
难发现其在组织筹划、美学内涵和精神价值等
方面与一般电视剧有所不同，呈现出中国式主
题性电视剧创作的特点。

社会各界与文艺战线的联动

抗 疫 题 材 电 视 剧 不 仅 要 “ 好 看 ”， 还 要
“走心”，通过影像的回眸，实现中国式文艺
创造的社会价值与精神引领。为了让抗疫题
材电视剧具备思想穿透力，进而拥有广泛的
组 织 动 员 力 、 社 会 凝 聚 力 和 战 “ 疫 ” 续 航
力，社会与文艺战线共同构建起中国式主题
性电视剧创作的一大特色：依托政策扶持和
社会各界力量的统筹规划、充分动员、层层
落地，以举国同心的磅礴伟力，为现实题材
电视剧完成了一次特殊而积极的探索。

2020 年秋开始，多部抗疫题材电视剧带
着温情与力量陆续出炉：首部抗疫题材电视
剧 《最美逆行者》 开创时代报告剧类型，从
立项、筹备、拍摄、后期制作到定档播出，
用时仅 4 个月，刷新了国内电视剧创作速度
的纪录；《在一起》 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国
家 卫 健 委 和 上 海 市 委 宣 传 部 支 持 ， 采 取 策
划、拍摄、后期制作接力进行的创制模式，
实现当年策划、当年拍摄、当年播出的预期
目标；上月收官的 《大考》 入选中宣部、国
家广电总局“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优
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的重点项目，国家广电总
局对项目进行全流程的重点指导、深度支持。

社会各界与文艺工作者形成了紧密有序的
战线，为剧集既“叫好”又“叫座”悉心护
航。《在一起》 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
卫视、广东卫视 4 家卫视首播、16 家平台联合
播放，刷新了中国电视剧平台播出数量纪录；

《大考》 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东方卫视、浙

江卫视及各大主要网络平台联合播出，开播后
持续引发关注。该剧主创和老中青三代演员深
入现实生活进行文艺创作，让“难忘”“太真
实了”“多像我当年”等成为观众评价的高频
词。

多方护航、媒体联动、有情怀有担当，抗
疫题材电视剧之所以能实现突破，在极短时间
内反映现实、鼓舞人民、振奋精神，离不开社
会各界汇聚的巨大力量。

人物群像与时代精神的交响

现实题材影视剧是“现实的渐近线”。抗

疫题材电视剧要书写时代精神、歌颂人间大
爱，就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

抗疫题材影视作品不能脱离真实底色，也
不能一味照搬新闻、描摹事件。经过两年多的
创作实践，抗疫题材电视剧找到了自身的创作
方法：在以往主旋律影视作品“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基础上，呈现出“真实背
景，戏剧人物；典型事件，众生相联；尊重科
学、淡化焦虑；弱戏剧性、强代入感”等特
征。这些特征在创作上的鲜明体现，就是用具
体、典型、真实可感的人物，来串联一幕幕抗
疫故事，将众生相汇入时代洪流。

《最美逆行者》 和 《在一起》 均采用单元
剧形式，既缩短了作品的创作周期，也最大可
能地展现出全民抗疫的不同侧面。抗疫群像
中，有义无反顾建起“白衣长城”的医护工作
者、闻令而动的军人，也有平凡的送货小哥和
社区志愿者，很多角色直接来自生活。他们不
一定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但一定有血有肉、
有情有爱。通过他们，观众重新获得抗疫的

“临场感”：火神山医院的建造直播历历在目，
社区联防联控的喇叭提醒声声入耳，被防护装

备勒出血印的面庞深深感动许多人。正是这些
普通人构成了全民抗疫的主力军，成为中国速
度、中国力量、中国担当的写照。

与前两部抗疫题材电视剧相较，《大考》
没有聚焦医护工作者的逆行身影，而是通过
一个县城、两所中学、几户人家、一群师生
的应考故事，表现疫情之下全体中国人的命
运与共。如果说之前的抗疫题材影视作品更
多地表现奉献者、施救者，《大考》 则从被守
护的一方，勾勒出全社会为一群孩子的未来
多么拼搏、多么无畏、多么热血。正如剧名

所示——“大考”不仅是学生的高考，牵动
无数家庭，也是全社会共克时艰的一次迎考。

中国抗疫是紧紧依靠人民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抗疫主题电
视剧创造性地展现全民抗疫的“组合拳”，在
从“我”到“我们”的故事中，彰显出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印证了人民群众才是抗
疫胜负的最终决定力量。

平视审美与共同价值的营造

如何用当代审美呈现正在发生的全民战
“疫”？抗疫题材电视剧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处理
策略：既不凸显个人英雄主义，也不俯瞰芸芸众
生；既谨慎地调动观众情绪，避免过度煽情，
也不刻意编排主人公的感情世界。这些作品用
真实、朴实的烟火底色，撬动普通人的共鸣空
间，拍下一幅幅抗疫中的正面像与灵魂照，呈
现出平视视角、平淡风格、平实追求的审美趣
味。

《最美逆行者》 与 《在一起》 虽塑造了众
多平民英雄，但聚焦他们的视角总是平视的，
叙事从未离开过“平凡人的不凡事”，基调始终
在大力弘扬真善美；《大考》 则更关注普通人
物之间的深层联系，独辟蹊径地彰显疫情之中
更有情：是患难真情，更是家国同情。如果说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猛烈的风暴，那么贯穿不同
个体、家庭和地域的情感，则是平静的风暴
眼。抓住疫情中人与人之间的独特关系、不同
场景下的故事勾连以及事件背后深切的感动，
儿女情、英雄胆、家国志、时代风才能从庸常
生活中被提炼出来，拥有“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力量。
一系列抗疫题材电视剧已经证明：艺术不

是生活的拷贝，优秀文艺作品要向生活的深
处、高处和远处前行，也要向艺术的精致、精
深、精彩处挺进，描绘亿万民众的人生百态，
传达人民的心声，体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
格。

每当人们回忆过往，总会想到一批文艺
作 品 中 宛 如 多 棱 镜 像 般 生 动 鲜 明 的 时 代 肖
像。文艺创作总是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同频
共振。抗疫题材电视剧正是与时代脉动、火
热生活、人民悲欢同行的重要载体。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以“艺”抗“疫”的种种尝
试已走进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中国式主题性
文艺创作道路也将随之不断开拓深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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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在一起》之《生命的拐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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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最美逆行者》之《婆媳战疫》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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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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四 )

了��国�产投资4⼤�点�让�⼦
�续为你带来正向现⾦�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相对于��和基⾦�投资��产理财较稳健�⻛险相对较��不��市会在
短短⼏天内涨跌剧�的�况发⽣�不过投资⼈在进场购买��产�����

楚了�这是�于中⻓期的投资�不�基⾦��可�短线�作�并且投资⼈�

留意�下⼏⼤�点�才�����屋产⽣正向现⾦�并累积⻓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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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重�事故��⼦��期间已知损坏����⼦曾经发⽣过���或在��期间改�过
��都�告知�这�重�信息�产经纪⼈都�在MLS�源�统�询�

屋况�格局与设�都是影响�价的重�因素�其中屋况尤为重���果屋况较�旧���另�
⼀�费⽤重�装�����换整�天����⾄是�基出问题���将�部格局打掉重�装
��屋主��审慎评估重�装�所投�的时间与⾦钱�看看是否�合经济效益��屋检�是�
屋买卖时不可�少的步骤之⼀��常由买主�请专业的验屋师将对�彻�检�⼀��进⽽了�
⽬�屋况�检�项⽬包�屋顶�⻔���基��⽔��由于�国建材主��⽊头为主�⽩蚁检
�尤为重��假��⼦��⽩蚁����除作业可�会�费数千�元�看完�屋检�报告后�
投资⼈更�掌握⽬�屋况��维�费⽤�并评估未来屋况良�的�况下可�卖�少钱�

投资��产�规划��期间与�这套�产获利⽅式�可�为��屋⼦⼀段时间后卖出赚�资本
利得�或�收租为⽬的赚�现⾦���⾃住⽤��⼦不⽤�太��⼒在装�⻛格上��合当�
出租市场的基本�求即可��过Redfin或Zillow了�投资区域租⾦⾏��建议实���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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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现⾦��常�年租⾦收�减去�屋贷��HOA��屋�险���税�还�屋⼦
维�费的预�后�这个值�果是正的就�于�⼦为你带来的收��投资⼈可�摊到每个⽉来计
�⽉现⾦��即使⽬��价下跌了��不影响投资⼈的现⾦�收��假��⼦是30年�贷�会
��由租客�你还完�⽽且租⾦�会�着时间��增⻓�可被视为投资⼈抗��的⼿段�

3.�过�屋检�了��屋状况

4.了�附�的租⾦�计�现⾦�

�点是很�购�者�认⼗�重�的因素之⼀��产位置对�价�值�
未来出售价格�很⼤的影响��果选择的�屋价格便宜�但是所处位
置�僻或是邻��恶设��相对较难�升值�间���产本�位置不
���将会成为未来卖�时被砍价的�在因⼦��常不建议选择位于
在⼤⻢路或⾼��路旁�的�产�汽⻋呼啸的�⾳与�放废⽓都会影
响到居住质量�想�居住在交�便利的�点�建议选择对���和交
�基础建设��⼀段����不会影⽣活质量���兼顾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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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亞�城�恩节 豪华�恩节派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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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想投资的�段之后�投资⼈应主动了�对�附��产的平�价
格�可�参照想投资�产���型�假设⼼仪的对�是���就可�
了�看看半�⾥内同样是���型的平�成交价格�由于同⼀�区域
的�⼦��产税�学区都相同�较具参考价值�⼀�买家只�看到⼼
仪�产附����型的成交额⽔平数据�建议还是找��产经纪⼈�
提供⼀�专业的�期�屋成交价报告�作为出价参考�对于投资⼈来
说�上�⽅式�协助你判断投资对�价格是否在合理�围��果价格
远�于�价可�是问题���谨慎�����国法律�业主卖�时须
提供⼀�卖家�开信息(seller disclosure)�这�⽂件是记录关于�屋

2.了��产附�的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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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今天指出，由於通膨居高不
下，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從今年的
3.1%降至2.2%，後年才會稍微反彈至
2.7%。

法新社報導，OECD在最新預測中
表示，在俄烏戰爭的影響下，經濟 「成
長失去了動力，通膨居高不下，信心已
經減弱，而且不確定性高」 。

OECD首席經濟學家白瑞拉（Al-
varo Santos Pereira）指稱，全球經濟
正 「深受自1970年代以來最大能源危

機的衝擊」 。
他還說，這場能源危機衝擊將通膨

推升 「至數十年來未曾見過的水平」 ，
而且正打擊全球經濟成長。

OECD指出，對抗通膨是 「首要優
先政策」 ，因為飆升物價正侵蝕全球民
眾的購買力。

OECD建議物價漲勢居高不下的國
家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並為家庭及企
業提供援助措施，避免通膨壓力加劇，
因為能源成本 「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依然
高漲並且波動劇烈」 。

OECD：通膨居高不下 全球經濟成長明年放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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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87, the founder, Wei June An, an old monk, in response
to the prayers of the public, located the Chung Tai Temple in
Houston’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Pude Jingshe is the first branch
of the Zhongtai Zen Templ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In 2002, the Zhangtai Zen Temple was completed and
opened. This is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ineage of Zen
Buddhism, but also an important center of Buddh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we were celebrating the ITC 20th-year anniversary
last Sunday, Master Jiantan gave us a spiritual blessing of
Buddhism. Everyone was extremely moved, especially for me as
the old worker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News. We spent 17 years
of hard winters here to fight for our survival in the media business.

In the early 1980’s, the Texas economy was depressed.
Banks had closed down and hundreds of industries were

sluggish. Oil prices went down to $13.00 dollars per barrel. At that
time we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Chinese bank founded by Mr. M.
T. Kuo. He was a retired diplomat and happens to be one of my
alumni from the Taiwan Ching Hi University. We had dinner at his
house and I asked him about our newspaper business. Mr. Kuo
didn’t hesitate to encourage us to expand our business. He
thought the media was a very important indicator of our
community. Finally, we found a half acre of land on Bellaire Blvd.
near Cook Road. It took us almost two years, but we finally built a
two- story building with a printing press and the press began to
roll day and night. We were like in an army with no way out. We
were there until 2001 when we sold the building to the temple and
it became the spiritual center of our community. Today, twenty
years later, we are back to this press room full of memories.

The giant wheel of history keeps moving forward. We are so
proud of our decision to create a legacy of culture and media in
the community. 1111//2222//20222022

International DistrictInternational District’’s Spiritual Landmarks Spiritual Landmark

週日參加了中台禪寺普德精
捨二十週年慶祈福法會, 在莊嚴
明亮之道場中聆聽了住持上見下
曇法師主法觀音祈福大法會。 行

菩薩道承繼臨濟祖師暨惟覺安公
老和尚無上心法， 向在塲數百位
信眾弘掦禪宗心法 ，大家都無比
動容， 尤其尤是美南新聞之工作

伙伴，我們曾在此度過十七年之
寒冬艱辛歲月 ，此時此刻更是令
我頓生感激之情 ，心中掀起無限
之激盪。

早在八0年代 德州經濟一片
蕭條 ，銀行倒閉百業不振， 油
價掉至每桶十三元， 當時我們參
加了由前駐休斯敦外交代表郭明
德學長創建之第一家華資銀行德
州第一銀行在休斯敦百利大道上
開張了， 當時之大環境十方惡劣
， 有天我們去了郭學長家探望
， 郭大嫂精緻之台菜加上美酒使
我們流連忘返， 同時向他請教今
後業務之發展 ，郭學長毫不猶豫
地鼓勵我們要堅持下去 ，並且他
認為媒體是社會公器， 領引社區
之重要指標， 決不可退縮， 誠
然這番言談 ，改變了我們對未來

之信心。
八零年代初 ，我們在萬難中

尋得一塊半畝土地即是目前精舍
之地址開始了另一塲事業之攻艱
戰， 我和妻子領導之團隊全力投
入 ，印報廠開始日夜滾動， 我
們就如一支沒有退路的軍隊 ，必
須勇敢前進。

二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再度
回到這塊充滿回憶刻苦銘心之戰
塲， 變為處學佛、 靜坐、 參禪
淨化、心靈安身立命之道塲， 我
們也見證了國際區今日車水馬龍
之盛況。

歷史之巨輪不斷往前挺進，
我們在美洲大陸創立了文化媒體
的傳奇 ，是共同之光榮。

國際區的精神文化園地國際區的精神文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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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主要島嶼爪哇島昨天發生強震，重創
當地一座城鎮。該國官員今天指出，這場地震
已造成268人死亡、151人下落不明，許多孩
童在學校倒塌時喪生， 「受害者多為學童」 。

路透社報導，印尼人口最多的西爪哇省
（West Java）山區昨天發生規模5.6淺層強震
，重創當地席安約鎮（Cianjur），至少有一座
村莊因山崩而遭到掩埋。這場地震也造成逾
1000人受傷，官員警告死亡人數可能攀升。

印尼國家搜救總署（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gency，Basarnas）署長亨瑞（Henri
Alfiandi）指出，山崩及嚴峻地勢阻礙救援工作
。亨瑞在記者會上表示： 「困難之處在於，受
災地區分散…除此之外，這些村莊的道路毀損
。」 他還說，逾1萬3000人已被疏散到安全的

地方。
他指稱： 「受害者多為學童，因為在下午1

時（地震發生時間），他們仍在學校。」
當地48歲女性居民裘裘（Cucu）告訴路透

社： 「我腳下的所有一切都崩塌了，我被這個
孩子壓在下方。」

裘裘流著淚表示： 「我的兩個孩子倖存下
來，我將他們挖了出來…我還帶其他兩個孩子
來這裡，還有一人下落不明。」

裘裘的親戚赫斯蒂（Hesti）則指出： 「許
多屍體停放在醫院地上，看起來相當擁擠。」

印尼國家災害應變總署（National Disas-
ter Mitigation Agency, BNPB）署長蘇哈里揚
托（Suharyanto）告訴記者，這場地震也造成
1083人受傷。

印尼強震釀268死逾千人傷 官員：受害者多為學童

伊朗國營媒體今天報導，伊朗已開始在地
下的福爾多核設施提煉純度達60%的濃縮鈾，
此舉是針對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要求伊朗
政府進一步配合調查所作的回應。

路透社報導，伊朗已在其他地方提煉純度
達60%的濃縮鈾，遠低於武器等級材料所需的
約90%純度，但高於2015年伊朗核子協議前
的20%提煉純度。伊朗當年與列強達成協議，
同意純度上限為3.67%。

半官方伊朗學生通訊社（ISNA）報導：
「伊朗已在致IAEA的信函中通知該機構，開始

在福爾多（Fordow）核設施提煉純度達60%的
濃縮鈾。」 ISNA也指出，這是針對IAEA最新
決議的 「強烈回應」 。

IAEA由35個會員國組成的理事會17日進
行閉門投票通過這項決議。當時在場的外交官
員指稱，這項決議要求伊朗立即配合IAEA的調
查，檢視IAEA在3個未申報場地發現的鈾痕跡
。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昨天駁斥說，IAEA通過
具有 「政治動機」 的反德黑蘭決議，但伊朗擁
有 「最透明的」 和平核子計畫。

伊朗媒體：福爾多地下核設施提煉純度60％濃縮鈾

2022卡達世界盃於20日揭開序幕，儘管飽
受行賄、人權爭議遭各界人士挺身抵制，今年
社會反應與話題相對較冷淡。截至目前，官方
公布每一場比賽上座率皆超過體育場實際可容
納人數，但畫面流出狠狠打臉，深陷灌水疑雲
。綜合《每日鏡報》(The Mirror)、《每日郵報
》(Daily Mail Online)報導，先不論20日開幕戰
的插曲，上半場地主國卡達就遭厄瓜多12碼罰
球和頭錘破門連拿2分，才中場休息就發生大批
卡達球迷悻悻然地離場，下半場開始時都沒有
回來，鏡頭拍下，現場觀眾席空蕩蕩；開幕戰
場地位於豪爾市（Al Khor City）的阿爾拜特體
育場(Al Bayt Stadium)，據官方公布觀看人數達
67,372人，遠高於實際可容納6萬人的座位。

另一場由英格蘭對上伊朗，於杜哈體育城
中心的哈里發國際體育場(Khalifa International
Stadium)同樣如此，實際座位數僅4萬，不過官

方竟稱上座人數為45,334人。此外，當時還發
生國際足聯票務app出現問題，導致大批英格蘭
球迷被擋在場外；幾個小時後，阿爾賈努布體
育場( Al-Janoub Stadium)進行荷蘭與塞內加爾
的賽事，被捕捉看台上大片空位，對比館內可
容納4萬人，官方聲稱統計有41,721名觀眾來
看球。對此，國際足聯以 「在 『賽事模式』
（event mode） 中可增至44,400人」 回應。

還有，以和局收場的B組球隊美國與威爾
斯，當時在可容納4萬人的艾哈邁德·本·阿里體
育場(Ahmad Bin Ali Stadium)角逐賽事，官方公
布的上座人數為43,418人。

造假疑雲曝光後，許多網友留言痛罵 「整
個比賽都是幌子」 、 「顯然卡達人都上過川普
的數學課」 、 「應該是包含了那些被鎖在地下
室的移工」 、 「不意外，英格蘭足球俱樂部也
做過一樣的事」 。

世足爆造假！官方吹連4場坐滿滿 觀眾席一堆空位畫面曝網炸怒

日中兩國政府22日以線上方式舉行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由兩國相關部門負責人就東海等海
洋問題展開對話。為避免偶發性軍事衝突，雙方就盡快開通防務部門幹部間的直通熱線進行協調
。

共同社報導，這是兩國繼2021年12月後再次舉行該磋商。日方對中國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
動表達了關切，此外可能還就中國海警船反復駛入日方宣稱的釣魚台周邊領海，及8月中共圍台
軍演時彈道飛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EZ）等提出了抗議。

報導指出，熱線是日中相互通報體制 「海空聯絡機制」 的核心，目的是在緊急情況下保持溝
通。兩國政府已就設置熱線達成協議，但遲遲未能開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17日的元首會談中達成共識，將盡快開通熱線。

日中重啟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協調開通防務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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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之後的FTX陷入更多混亂：
遭遇黑客攻擊 逾10億美元資產不知所蹤
綜合報導 陷入困境的加密貨幣交易

平臺FTX在周五申請了破產保護，對於壹

個僅僅壹周前還被譽為值得信賴的加密巨

頭而言，這是壹個迅速的崩潰。然而在破

產之後，FTX又發生了壹系列“離譜”的

事件。

該公司周五在壹份聲明中說，創始人

兼首席執行官 Sam Bankman-Fried( 簡稱

SBF)已辭去職務，但將繼續留在公司，協

助進行有序過渡，John J. Ray III已被任

命為FTX的新任首席執行官。申請破產的

包括負責全球交易網站 FTX.com 的 FTX

Trading Ltd.、由 SBF創立的交易公司Al-

ameda Research，以及美國用戶平臺FTX.

US。

FTX、Alameda和其他關聯公司在破產

申請文件中估計，它們擁有超過10萬名債

權人。FTX及其包括Alameda在內的關聯

公司估計它們的資產在100億至500億美元

之間，其負債也在同樣的範圍內，這將使

其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加密貨幣相關

破產案。

黑客攻擊
據悉，破產的當天，FTX便遭遇了黑

客攻擊，資金外流總額超過 6億美元。

FTX表示正在調查相關情況，並要求客戶

遠離FTX的網站。

據區塊鏈分析平臺NANSEN估計，

FTX遭遇了6.62億美元資金神秘外流。加

密交易所Kraken表示，它知道被指控的黑

客的身份，並將幫助當局進行調查。

另壹家區塊鏈分析公司Elliptic表示，

價值約5.15億美元的加密資產“疑似被盜

”，而另有1.86億美元的資產可能被FTX

轉移到了加密錢包中。

FTX.US總法律顧問萊恩· 米勒周六表

示，FTX.US和FTX.com在破產申請後將所

有數字資產轉移到錢包冷儲存，即不連接

互聯網的加密錢包。

新任首席執行官John J. Ray III表示

，已經采取了壹系列應對舉措，壹直與執

法部門和相關監

管機構保持聯系

，並正在進行協

調，並會盡壹切

努力確保所有資

產的安全。他說

：“我們正在取

消交易和提款功

能。”

Kraken 的 壹

名發言人表示：

“我們可以證實

，我們的團隊已

經 知 道 了 盜 取

FTX 資產的黑客

的身份，我們致力於與執法部門合作，確

保他們擁有調查此事所需的壹切情報。”

至少有10億美元客戶資金“失蹤”
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宣布破產的

FTX至少有10億美元的客戶資金不知所蹤

。知情人士表示，該交易所創始人SBF此

前將100億美元客戶資金從FTX秘密轉移

至他個人的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

他們說，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不知所

蹤。壹個消息來源稱，失蹤金額約為17億

美元。另壹消息來源稱，缺口在10億至20

億美元之間。

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將FTX的破產

與安然公司的倒閉相提並論。據知情人士

透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商品期

貨交易委員會(CFTC)正在調查FTX是否不

當處理客戶資金。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FTX的崩

潰顯示出該行業的弱點，加密貨幣市場

需要“非常謹慎的監管”。她補充說，

數字資產目前不會對更廣泛的金融體系

構成威脅。

創始人SBF跑路？
創始人SBF的行蹤也成為了焦點。據

媒體周日報道，有消息稱，SBF計劃搭乘

私人飛機從巴哈馬飛往阿根廷，網友查詢

到航班路線，SBF的私人飛機從巴哈馬飛

到阿根廷，並降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但 SBF告訴媒體，他仍在巴哈馬，

從去年開始他就長住在這裏，沒有飛往

阿根廷的計劃。據最新消息，SBF等壹

行人正接受巴哈馬警方約談，消息人士

稱，受巴哈馬相關機構監視，他們很難

離開當地。

德國男子意外撿到460萬歐元的支票
物歸原主後被獎勵6袋糖果

綜合報導 德國壹名男子近日意外撿到了壹張總額約為460萬歐元的

支票，他與失主聯系後收到了6袋軟糖。

據德國圖片報報道，38歲的Anouar G來自德國法蘭克福，當日他去

拜訪母親。在回家的路上，他在火車站臺上撿到了由德國Rewe超市集

團簽發給糖果巨頭Haribo的支票，支票總額為4631538.80歐元。

德國Haribo糖果公司成立於1920年，總部位於德國波恩，截至2014

年，該公司每年的營業額約為28億歐元。

當時，Anouar驚呆了。他說，“看到支票上面有這麼大壹筆錢，我壹句

話都說不出來了。”隨後，Anouar給Haribo糖果公司發了壹封電子郵件，壹

位律師與他取得了聯系。該公司讓他銷毀支票並發送銷毀的照片證據。

Anouar應公司律師的要求銷毀了支票。幾天後，他收到了Haribo公

司寄來的壹個包裹，裏面裝有六袋該公司生產的軟糖。Anouar對獎勵不

以為然，他認為他為該公司節省了數百萬的損失。他失望地說，“我認

為這有點便宜。”

據報道，Rewe超市集團簽發了這張支票，但不知何故落在了車站。

Haribo公司告訴當地媒體：“因為這是不記名支票，除了我們公司，沒

有人能兌現這張支票。也就是說這張支票只是廢紙壹張，6袋軟糖是我

們標準的答謝禮包。”

德國能源危機可能不會是壹個大問題了

經過了幾個月的折騰，本次歐洲能

源危機中“最大受害者”接連迎來好消

息。

德國天然氣庫存現已“爆滿”，天

然氣消費量削減了30%，即將到來的冬

季可能比往常更加溫暖，市場的緊張氣

氛也大大緩和，天然氣價格較高位大幅

回落。

如今又傳來了最新的好消息。德國已

完成了該國首個液化天然氣（LNG）進口

終端的建設，這意味著德國大概率可以避

免今冬天然氣配給的窘迫局面了。

首個LNG進口終端完成建設，更多
終端已在路上

據媒體報道，德國已於當地時間周

二完成了該LNG進口終端設施的建設。

這處LNG進口終端設施位於德國北

部的“威廉港”，被媒體稱作“浮動存

儲和再氣化設施”（FSRU），也就是說

，從國外進口的LNG將在這裏被存儲、

氣化，之後再通過陸地管網輸送到德國

的千家萬戶。

該項目的完工對於急於尋求擺脫俄

氣依賴的德國而言意義重大。

德國下薩克森州經濟部長Olaf Lies在

壹份聲明中表示：新的LNG碼頭是（德

國）朝著安全能源供應邁出的壹大步。

大宗商品巨頭歐亞集團顧問Henning

Gloystein也表示，威廉港進口終端的完工

標誌著歐洲“在今冬擺脫俄氣依賴”邁出

了“重要”壹步，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

這種努力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有趣的是，威廉港的FSRU設施從開

工到完工“僅”耗時200天，德國經濟

部長Robert Habeck感嘆道，這對於壹個

建設項目可能拖延數年的國家而言，是

壹項重大成就。

Habeck表示，該處FSRU設施將在明

年年初投入使用，將由德國能源巨頭

Uniper運營。

除威廉港外，德國在布倫斯比特爾

港、施塔德港和盧布明港均部署了FSRU

設施。

據Habeck介紹，位於布倫斯比特爾港

的FSRU設施應該在明年年初左右完工，

該項目將由能源巨頭意昂集團（E.ON）

運營。位於施塔德港和盧布明港的FSRU

設施將於2023年底投入運營。

除以上設施，據媒體稱，預計今年

年底在盧布明港還會部署壹處私人特許

經營的FSRU設施。

德國2021年天然氣總需求為905億

立方米。基於該數據，這六處FSRU設施

理論上可以滿足德國三分之壹的年均天

然氣需求。

值得壹提的是，德國有近三分

之壹的天然氣依賴俄羅斯，計劃到

2024 年夏季之前完全擺脫俄羅斯的

依賴。

天氣異常溫暖，天然氣消費量下降
30%

今年早些時候，德國因冬季天然氣

供應而備受困擾，尤其是在俄羅斯大幅

削減北溪1號管道的輸氣量之後。

但最近幾周，這些擔憂有所緩解。

數據顯示，德國的天然氣庫存已幾乎達

到100%，部分是因為近兩月天氣異常溫

暖，天然氣的消費量比季節性平均水平

下降了30%左右。

10月份，居民和工業的天然氣消費

量均遠低於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德國從荷蘭、比利時

和挪威進口的天然氣在過去幾周略有

增加，法國從 10月中旬開始向德國輸

送天然氣。

由於供應緊張大大緩解，歐洲天然

氣價格目前約為 8 月份高位的三分之

壹。當時的天然氣期貨價格高達300歐

元/兆瓦時。

不過，天然氣當前價格仍為歷史平

均水平的三倍，而且本周再次開始攀升

。德國官方機構預計，到周五氣溫將降

至零度以下。這令不少人依舊擔心德國

能否熬過這個冬天。

“今冬註定不愉快，但家庭不會凍
僵，工業也不會崩潰”

對於這個問題，獨立投資公司

FAM Frankfurt Asset Management 的 Rui

Soares認為，不必過於擔心，即使沒有新

的進口終端，德國的家庭和工業也可以

安全過冬。

從供應來看，根據Soares的說法，只

要德國出得起錢，就不愁買不到LNG。

雖然大多數LNG合同都是長期的，

但德國可以以更高價格從供應商手中購

買，或者從其他擁有閑置LNG長期合同

的歐盟國家中購買。

需求方面，據他估計，德國在俄烏

沖突爆發前的冬季天然氣消費量約為500

億立方米，現在大約有400億立方米天

然氣可供冬季使用。那麼，如果沒有新

的進口終端，德國需要將消費量減少約

20%才能避免供應短缺。

Soares表示，德國工業已經通過提

效、停產和燃料轉換減少了 20%以上

的天然氣消耗。家庭也可以將室溫降

低大約 3 攝氏度至17-19攝氏度之間，

以節省同樣的消耗，但這幾乎是“無法

忍受的犧牲”。

但如果終端正常運行，那麼這種

“犧牲”也是可以避免的。Soares總結道

：長話短說：德國的冬天將比以往更不

愉快，但家庭不會凍僵，工業也不會崩

潰。現實勝於想象。

英國人如今更愛“不講究”家宴

綜合報導 壹項調查顯示，英國人如今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時，不

再像從前那樣在廚房裏準備各種大菜。不少人認為，吃用微波爐加熱的

速凍食品就足夠了，他們希望把更多時間花在與朋友相處上。

據報道，廚具企業“爐竈”壹項對2000名英國人的調查顯示，80%

的調查對象認為“家宴”這個詞已經過時；七成人不會為了去朋友家吃

飯而特意梳妝打扮，更喜歡穿舒服的運動衣和運動褲；九成人不願意看

到主人在廚房忙來忙去，認為吃從超市購買的預制餐食就足夠；八成人

說，沒必要給主人帶禮物，比如酒之類。

現年29歲的機場工作人員格倫達· 柯林斯說：“我在廚房裏花的時

間越少，和朋友共飲的時間就越多，如果這意味著只能給大家吃微波食

品，那就吃唄。有壹次朋友來我家，我給他們準備了牛油果、烤豆配吐

司和冰激淩布丁，壹共就用了十分鐘。”

今年早些時候壹項類似調查顯示，30歲以下英國成年人對邀請朋友

到家裏吃壹頓正式家宴這件事“十分緊張”。三分之二的調查對象表示

，他們曾經因為用錯餐具或酒杯、不知道怎麼傳菜等失誤而受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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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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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
和今天在柬埔寨展開會談，雖不預料會有任何
重大突破，但可能觸及危機溝通的重要性，以
及美中在台灣議題上不同的觀點。

綜合路透和法新社報導，奧斯汀（Lloyd
Austin）與魏鳳和今年6月雖曾在新加坡的亞洲
安全會議 「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
logue）場邊進行過會談，但兩人這次在柬埔寨
暹粒（Siem Reap）東南亞國協防長擴大會議場
邊舉行的會談，是繼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Nancy Pelosi）8月訪台後首次面對面。

裴洛西的台灣行激怒了中國，美中自此藉
著高階官員間的接觸會面來緩和緊張局勢。

11月14日，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20國集團（G20）
峰會期間，會談了3個小時。

之後，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中，習近平又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會晤。

美國匿名官員透露，奧斯汀與魏鳳和今天
是在暹粒時間上午10時展開會談。

儘管美中關係緊繃，美國軍方官員長期以
來一直尋求與中方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一來
降低擦槍走火風險，二來因應所有事故。

6月與魏鳳和會面後，奧斯汀曾表示，雙方
的會談是發展這些溝通方式的重要一步。

美中防長柬埔寨會晤 採取行動遏制緊張局勢

美國聯邦參議院農業委員會已表示，將在
12月1日舉行聽證會調查加密貨幣交易所FTX
突然倒閉事件。

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FTX11日
聲請破產，約有100萬名客戶和其他投資人面臨
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損失。FTX倒閉引發波及整個
加密貨幣業的流動性緊縮危機，導致比特幣價
格下跌、其他數位資產重挫。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主 席 貝 南
（Rostin Behnam）是 「為什麼國會需要採取行
動：從FXT倒閉學到的教訓」 聽證會指名傳喚

的第一名證人。
美國聯邦參議院農會委員會（U.S.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主席斯塔貝諾（Deb-
bie Stabenow）17日也敦促國會通過獲兩黨支
持的數位商品消費者保護法案（Digital Com-
modities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她說，
如果有這項法案便可阻擋 「FTX做出不當行徑與
危險行為」 。

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U.S.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也已表示，計
劃在12月舉行聽證會調查FTX倒閉事件。

美國聯邦參議院12／1辦聽證會 調查FTX倒閉事件

美國科羅拉多州同志夜店19日發生5死槍
案，當時英勇制伏槍手的退役軍人今天受訪時
，謙稱他也不知道當時做了什麼，只知道自己
「進入了戰鬥模式」 ， 「我只想保護家人」 。

法新社報導，22歲的奧德瑞奇（Ander-
son Lee Aldrich）在科州科羅拉多泉市同志夜
店Club Q開槍造成5死和至少18傷，隨即被捕
。艾爾帕索郡（El Paso County）檢察官艾倫
（Michael Allen）說，奧德瑞奇被夜店顧客制
伏後，目前人還在醫院，過幾天將首次出庭。

當局尚未正式提出指控，但預計奧德瑞奇
將被控一級謀殺罪名， 「如果證據支持犯罪出
於偏見，我們也會提出這項控罪」 。

科羅拉多泉市長蘇瑟斯（John Suthers）
稱許當時協力制伏槍手的 「兩名英雄」 ， 「所
有相關人員都認為，（他們）挽救了很多生命
」 。

根據 「紐約時報」 ，蘇瑟斯說他已跟其中1
位英雄、有 15 年美國陸軍資歷的費耶羅
（Richard Fierro）聯繫上。

蘇瑟斯說： 「我沒遇過做出如此英勇行為
卻不居功的人，他只對我說， 『我只想保護家
人』 。」

45歲的費耶羅接受紐時訪問時表示，當時
他和太太、女兒還有朋友一起到夜店看變裝秀
，誰知道遇到槍案。

服役期間曾派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費耶羅
說，當時他從槍手身後抓起他的防彈衣，奪走
他的手槍，用手槍打他，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
了什麼，我只是進入了戰鬥模式，我只知道我
得在他殺了我們之前殺了他」 。

「我從他手中奪過槍，開始打他的頭，一
遍又一遍。」

「戰鬥模式」 制伏槍手 退役美軍：我只想保護家人

在全球首富馬斯克接掌推特（Twitter）後，不僅爆發推特
員工出走潮，許多名人也已關閉帳號、停止推文或尋求備用平台
，最近常見推文大致是 「為避免就這樣結束，請至…找我」 。

法新社報導，對一些推特名人，特別是在政治和加密金融領
域工作的人來說，在新老闆馬斯克（Elon Musk）反覆無常的管
理下，這個平台可能有朝一日滅亡是個嚴重問題。

美國政治新星、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Al-
exandria Ocasio-Cortez）上週推文告訴其1340萬粉絲： 「作為

一項備用計畫，請在 Insta-
gram @AOC關注我，那裡真
的是我。」

不少名人早已對推特上充斥
的仇恨謾罵心生警惕，席琳娜
（Selena Gomez）、酷娃恰
莉（Charlie XCX）和尚恩曼
德斯（Shawn Mendes）等流
行樂偶像停止發推文已有很長
一段時間。

但馬斯克焦土策略管理方式以及讓前美國總統川普重返平台
，不僅讓推特產生毒害，也讓它變得不怎麼酷。美國名模吉吉哈
迪德（Gigi Hadid）、精品名牌巴黎世家（Balenciaga）等時尚
達人，以及搖滾明星傑克懷特（Jack White）已成為馬斯克入主
推特以來最先關閉帳號的一批用戶。

服務頂級名人和品牌的公關公司Honest London聯合創辦人
畢欽（Lauren Beeching）表示： 「我們確實預見推特在未來一

個月左右成為名人的忌諱，成為一個類似（川普媒體與科技集團
推出的社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那樣的環境，名人參與其中
，立場會有爭議。」

畢欽說，她的公司利用一位（未具名）公眾人物的推特帳號
試水溫，立刻遭到粉絲強烈反彈，批評他們仍在該平台上。

她說： 「當然，他們在推特上說這種話，因此有點虛偽。但
我個人確實預期會出現大量出走潮。推特一直被認為有毒，但現
在也有了爭議。」

另外，馬斯克接管推特後，該公司數千名員工被解雇，不少
鬧人才荒的科技公司紛紛對這些人招手稱： 「不喜歡馬斯克？來
為我們工作！」

馬斯克幾經波折收購推特後，除解雇公司高層主管，還大幅
裁員，在幾乎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大約一半員工，約3700
人，被炒魷魚。據報導，此外還有數百人辭職。

有些公司透過對馬斯克表達不屑，來吸引有經驗的人才。美
國軟體公司Hubspot 是其中之一，該公司人資長柏克（Katie
Burke）抨擊馬斯克將一群批評他的人解雇。

馬斯克接掌推特是非多名人也釀走出尋求備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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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強心針港股兩日升1538點
新策撐內房 人民幣急升 中美元首會面

內地近日接連出招撐樓市，繼上

周五的“金融16條”，准許內房貸展

期一年等之外，14日銀保監會、住建部及人

行又聯合發布“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通

知，允許優質房地產企業獲得保函置換預售監

管資金。市場相信相關寬鬆措施利好內房股，

加上人民幣匯率急升，帶動港股持續上周升

勢，恒指14日一度升685點高見18,012點，

收升294點報17,619點，成交回升至2,050億

元（港元，下同），是逾5個月來最多。分析

認為，港股兩日累升達1,538點，短期有技術

調整壓力，但中美元首會面，料對兩國關係有

建設性發展，有助穩定港股中期走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人行與銀保監上周五發布《關於做好當前
金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

的通知》，就六方面提出16項措施（市場稱
為“金融16條”），當中包括允許房企未來
半年內到期的貸款，可多展期1年；鼓勵銀
行與業主協商延期供樓，而不影響其個人信
貸紀錄等。另外，銀保監會、住建部及人行
14日聯合發布《關於商業銀行出具保函置換
預售監管資金有關工作的通知》，三部門將
指導商業銀行按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向優
質房地產企業出具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

內房股狂漲 碧桂園爆升45%
在人行與銀保監聯手支持樓市下，14日

內房、物管股皆急升。碧桂園成為升幅最大
藍籌，全日報復式炒高 45.5%，收報 3.26
元，該股自10日前的低位1元，至今已累升
3.26倍，升幅非常驚人。子公司碧服14日亦
升26.7%，其他藍籌內房股如龍湖升16.5%，
潤地漲11.8%，中海外升9%，十大藍籌升幅
中，內房佔去一半。

中型內房股的升幅更突出，富力飆

35.8%，龍光漲38.7%，合景抽升32.8%。其
他物管股有買盤跟進，旭輝永升飆17.8%；
時代鄰里升12.5%，寶龍炒高近一成。

除內房股外，對內房股的貸款佔甚高比
例的內銀股也有支持。花旗報告指，招行上
半年整體房地產貸款佔比減幅達兩位數，高
於其他同業，認為招行將最受惠於內房政策
放寬。招行14日大升7.5%。在內地有較多物
業投資的新世界(0017)及恒隆亦受惠，新世界
升近一成，恒隆升3.7%。

北水流出 港股或技術調整
至此，恒指兩日間累升1,538點，而過去

兩周來，港股更升2,756點。內地穩步推進復
常，優化防疫措施，大行紛紛調升了對中國
經濟評價。不過，有市場人士指出，港股14
日先升後回，使技術上出現一支明顯的“陰
燭”，要留意短期技術性回吐。14日賣出港
股的“北水”，較買入港股的多41億元，國
泰君安國際投資策略師連敬涵認為，看到
“北水”有繼續流出港股的情況，不排除港
股即將進入調整期，但他亦看到上午成交已

有高達1,200億元，也顯示有外資投入港股，
如果短期內繼續有外資再入市，對港股會有
支持作用。
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表示，近期市

場的確是多了很多正面消息，令估值低殘的港
股出現一波大反彈，但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其實
仍然存在，包括中美兩國經濟都可能面對低增
長，故他提醒投資者，有些股票若已經大幅反
彈，最好等它們再下跌時才買入，或分注買
入。指數方面，鄧聲興認為恒指在14,500點已
見今年低位，而18,000點會是關鍵點，因為今
年大部分時間都在18,000點拉鋸，故恒指若能
重上該水平之上是很重要。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分析，

港股延續新一輪突破後的試高行情，仍處於
大漲小回格局發展，大市成交量的不斷提
升，反映資金繼續進場，對後市可以繼續保
持正面態度。他指出，恒指目前支持區仍見
於16,300至16,500點，守穩可保持向好試高
趨勢發展，不排除連續大漲兩天後有先行整
固需求，估計市況已有回復至炒股不炒市的
場景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房市場再獲監
管機構政策支援，中國銀保監會、住房和城鄉建設
部、中國人民銀行14日聯合發布通知稱，允許商業銀
行按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在充分評估房地產企業信
用風險、財務狀況、聲譽風險等的基礎上進行自主決
策，與優質房地產企業開展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業
務。預售資金被看作是陷入財困房企最大的收入來
源。

開展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
相關《關於商業銀行出具保函置換預售監管資金

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保函置換金額不得超過
監管賬戶中確保項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資金額度的
30%，置換後的監管資金不得低於監管賬戶中確保項
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資金額度的70%。如房地產企業未
向監管賬戶內補足差額資金，保函金額不得調整。通
知稱，“支持優質房地產企業合理使用預售監管資
金，防範化解房地產企業流動性風險，促進房地產市
場平穩健康發展。”通知強調，房地產企業要按規定
使用保函置換的預售監管資金，優先用於項目工程建
設、償還項目到期債務等，不得用於購置土地、新增
其他投資、償還股東借款等。
近日內地步步推出政策支持房地市場，其中還包

括擴大房企融資管道、允許多種貸款展期的“金融16
條”，路透社14日引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原中
國人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人行和銀保監會
最新針對房地產市場提出的金融支持舉措，是2021年
9月房地產政策邊際調整以來，力度最大且最為具體
的政策，房地產有機會實現軟着陸。

專家：化解房企流動性風險
盛松成接受採訪時表示，房地產行業既要防範金

融泡沫，也要防範發展失速，維持行業健康平穩而不
偏廢的發展預期，就是對當前中國經濟和民生的最大
貢獻，確保行業維持這一預期、實現軟着陸是金融監
管當局推出政策的根本原因。
盛松成指出，雖然整體政策方向未變，“三道紅

線”和貸款集中度管理仍未取消，但可延遲貸款集中
度管理時限。本輪政策覆蓋的範圍廣，需求端和供給
端幾乎都有涉及。而且在要求金融機構承擔更大責任
的同時，也調整了政策執行力度，短期內可阻隔房地
產行業調整對金融體系的風險溢出，避免風險“顯性
化”和“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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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資金流入資金流入，，港股港股1414日曾一度重上萬日曾一度重上萬
八關八關，，收市升收市升294294點點，，但成交逾二千但成交逾二千
億億，，是是55個多月來最多個多月來最多。。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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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當地時間11月14日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

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

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中的戰

略性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

題坦誠深入交換了看法。習近平

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

可逾越的紅線。拜登則表示，不

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支持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

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當地時間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新華社

台灣問題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紅線
習近平巴厘島晤拜登 強調要找到中美關係發展正確方向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不
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

合國際社會期待。中美雙方需要本着對歷史、
對世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探討新時期兩國
正確相處之道，找到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
向，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造
福兩國，惠及世界。

冀美方落實總統不支持“台獨”承諾
習近平指出，世界正處於一個重大歷史轉

折點，各國既需要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應
該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應該從這個高度
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
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
功對彼此是機遇而非挑戰。寬廣的地球完全容
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雙方應該正確
看待對方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確立對話而非
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我高度重視
總統先生有關“四不一無意”的表態。中國從
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
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雙方應該堅持相互
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共同確保中美關
係沿着正確航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
能相撞。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這是雙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對抗衝
突的關鍵，也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防護和安全
網。

不衝突不對抗和平共處是兩國共同利益
習近平系統闡述了台灣問題由來以及中方

原則立場。習近平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
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解決
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
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
民族的共同心願。任何人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
出去，都違背中國的民族大義，中國人民都絕
不會答應！我們希望看到並始終致力於保持台
海的和平穩定，但“台獨”同台海和平穩定水
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個中國政
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總統先生多次講過不
支持“台獨”，無意將台灣作為謀求對華競爭

優勢或遏制中國的工具。希望美方將總統先生
的承諾落到實處。

習近平強調，中美是兩個歷史文化、社會
制度、發展道路不同的大國，過去和現在有差
異和分歧，今後也還會有，但這不應成為中美
關係發展的障礙。任何時候世界都有競爭，但
競爭應該是相互借鑒、你追我趕，共同進步，
而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中國有自強不息
的光榮傳統，一切打壓和遏制只會激發中國人
民的意志和熱情。打貿易戰、科技戰，人為
“築牆設壘”，強推“脫鈎斷鏈”，完全違反
市場經濟原則，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只會損人
不利己。我們反對把經貿科技交流政治化、武
器化。當前形勢下，中美兩國共同利益不是減
少了，而是更多了。中美不衝突、不對抗、和
平共處，這是兩國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兩
國經濟深度融合，面臨新的發展任務，需要從
對方發展中獲益，這也是共同利益。全球經濟
疫後復甦、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地區熱點問題
也離不開中美協調合作，這還是共同利益。雙
方應該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為雙
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圍和穩定的關係。

拜登：美認同應確立指導美中關係原則
拜登表示，我同習近平主席相識多年，保

持着經常性溝通，但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對
面的會晤。祝賀你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美中作為兩個大國，有責任保持建設性關係。

美方致力於保持兩國元首以及政府各層級溝通
渠道暢通，就雙方存在分歧的問題開展坦誠對
話，為應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等重要全球性
挑戰加強必要合作，發揮關鍵作用。這對美中
兩國和兩國人民至關重要，對整個世界也十分
重要。我願重申，一個穩定和發展的中國符合
美國和世界的利益。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
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
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
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方也無意尋求
同中國“脫鈎”，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
意圍堵中國。

拜登表示，美中關係如何發展，對未來世
界走向至關重要。美中雙方有共同責任向世界
展示，美中能夠管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於誤
解誤判或激烈競爭演變成對抗甚至衝突。美方
認同應確立指導美中關係的原則，可由雙方團
隊在已有的共識基礎上繼續談下去，爭取盡早
達成一致。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尋
求利用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希望看到
台海和平穩定。

兩國元首都認為，會晤是深入坦誠和建設
性的，責成兩國工作團隊及時跟進和落實兩國
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採取切實行動，推動中
美關係重返穩定發展軌道。兩國元首同意繼續
保持經常性聯繫。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11月14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
會晤。

習近平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主要情況和重要成果。他指
出，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政策公開透明，
戰略意圖光明磊落，保持高度連續性和穩
定性。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繼續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作為出發點，堅定不移把改革開
放進行下去，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中國繼續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
己的立場和態度，倡導對話協商、和平解
決爭端，深化和拓展全球夥伴關係，維護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
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共
贏發展，做全球發展的參與者、推動者，
同各國一起實現共同發展。

習近平指出，自由、民主、人權是人
類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追
求。美國有美國式民主，中國有中國式民
主，都符合各自的國情。中國全過程人民
民主基於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體現人民
意願，我們同樣感到自豪。任何國家的民
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斷發
展完善。對雙方存在的具體分歧，可以進
行探討，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謂“民主對
抗威權”不是當今世界的特點，更不符合
時代發展的潮流。

習近平指出，美國搞的是資本主義，
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雙方走的是不同的
路。這種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後還會
繼續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得到14億人民擁護和支持，是中
國發展和穩定的根本保障。中美相處很重
要一條就是承認這種不同，尊重這種不
同，而不是強求一律，試圖去改變甚至顛
覆對方的制度。美方應將有關承諾體現在
具體行動上，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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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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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化万象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全民抗疫
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让观众
在典型故事中找到普遍共鸣，将伟大抗疫精神
化作回首凝望时的信心和动力，是抗疫题材电
视剧创作的核心。纵观已播出的此类剧集，不
难发现其在组织筹划、美学内涵和精神价值等
方面与一般电视剧有所不同，呈现出中国式主
题性电视剧创作的特点。

社会各界与文艺战线的联动

抗 疫 题 材 电 视 剧 不 仅 要 “ 好 看 ”， 还 要
“走心”，通过影像的回眸，实现中国式文艺
创造的社会价值与精神引领。为了让抗疫题
材电视剧具备思想穿透力，进而拥有广泛的
组 织 动 员 力 、 社 会 凝 聚 力 和 战 “ 疫 ” 续 航
力，社会与文艺战线共同构建起中国式主题
性电视剧创作的一大特色：依托政策扶持和
社会各界力量的统筹规划、充分动员、层层
落地，以举国同心的磅礴伟力，为现实题材
电视剧完成了一次特殊而积极的探索。

2020 年秋开始，多部抗疫题材电视剧带
着温情与力量陆续出炉：首部抗疫题材电视
剧 《最美逆行者》 开创时代报告剧类型，从
立项、筹备、拍摄、后期制作到定档播出，
用时仅 4 个月，刷新了国内电视剧创作速度
的纪录；《在一起》 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国
家 卫 健 委 和 上 海 市 委 宣 传 部 支 持 ， 采 取 策
划、拍摄、后期制作接力进行的创制模式，
实现当年策划、当年拍摄、当年播出的预期
目标；上月收官的 《大考》 入选中宣部、国
家广电总局“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优
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的重点项目，国家广电总
局对项目进行全流程的重点指导、深度支持。

社会各界与文艺工作者形成了紧密有序的
战线，为剧集既“叫好”又“叫座”悉心护
航。《在一起》 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
卫视、广东卫视 4 家卫视首播、16 家平台联合
播放，刷新了中国电视剧平台播出数量纪录；

《大考》 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东方卫视、浙

江卫视及各大主要网络平台联合播出，开播后
持续引发关注。该剧主创和老中青三代演员深
入现实生活进行文艺创作，让“难忘”“太真
实了”“多像我当年”等成为观众评价的高频
词。

多方护航、媒体联动、有情怀有担当，抗
疫题材电视剧之所以能实现突破，在极短时间
内反映现实、鼓舞人民、振奋精神，离不开社
会各界汇聚的巨大力量。

人物群像与时代精神的交响

现实题材影视剧是“现实的渐近线”。抗

疫题材电视剧要书写时代精神、歌颂人间大
爱，就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

抗疫题材影视作品不能脱离真实底色，也
不能一味照搬新闻、描摹事件。经过两年多的
创作实践，抗疫题材电视剧找到了自身的创作
方法：在以往主旋律影视作品“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基础上，呈现出“真实背
景，戏剧人物；典型事件，众生相联；尊重科
学、淡化焦虑；弱戏剧性、强代入感”等特
征。这些特征在创作上的鲜明体现，就是用具
体、典型、真实可感的人物，来串联一幕幕抗
疫故事，将众生相汇入时代洪流。

《最美逆行者》 和 《在一起》 均采用单元
剧形式，既缩短了作品的创作周期，也最大可
能地展现出全民抗疫的不同侧面。抗疫群像
中，有义无反顾建起“白衣长城”的医护工作
者、闻令而动的军人，也有平凡的送货小哥和
社区志愿者，很多角色直接来自生活。他们不
一定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但一定有血有肉、
有情有爱。通过他们，观众重新获得抗疫的

“临场感”：火神山医院的建造直播历历在目，
社区联防联控的喇叭提醒声声入耳，被防护装

备勒出血印的面庞深深感动许多人。正是这些
普通人构成了全民抗疫的主力军，成为中国速
度、中国力量、中国担当的写照。

与前两部抗疫题材电视剧相较，《大考》
没有聚焦医护工作者的逆行身影，而是通过
一个县城、两所中学、几户人家、一群师生
的应考故事，表现疫情之下全体中国人的命
运与共。如果说之前的抗疫题材影视作品更
多地表现奉献者、施救者，《大考》 则从被守
护的一方，勾勒出全社会为一群孩子的未来
多么拼搏、多么无畏、多么热血。正如剧名

所示——“大考”不仅是学生的高考，牵动
无数家庭，也是全社会共克时艰的一次迎考。

中国抗疫是紧紧依靠人民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抗疫主题电
视剧创造性地展现全民抗疫的“组合拳”，在
从“我”到“我们”的故事中，彰显出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印证了人民群众才是抗
疫胜负的最终决定力量。

平视审美与共同价值的营造

如何用当代审美呈现正在发生的全民战
“疫”？抗疫题材电视剧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处理
策略：既不凸显个人英雄主义，也不俯瞰芸芸众
生；既谨慎地调动观众情绪，避免过度煽情，
也不刻意编排主人公的感情世界。这些作品用
真实、朴实的烟火底色，撬动普通人的共鸣空
间，拍下一幅幅抗疫中的正面像与灵魂照，呈
现出平视视角、平淡风格、平实追求的审美趣
味。

《最美逆行者》 与 《在一起》 虽塑造了众
多平民英雄，但聚焦他们的视角总是平视的，
叙事从未离开过“平凡人的不凡事”，基调始终
在大力弘扬真善美；《大考》 则更关注普通人
物之间的深层联系，独辟蹊径地彰显疫情之中
更有情：是患难真情，更是家国同情。如果说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猛烈的风暴，那么贯穿不同
个体、家庭和地域的情感，则是平静的风暴
眼。抓住疫情中人与人之间的独特关系、不同
场景下的故事勾连以及事件背后深切的感动，
儿女情、英雄胆、家国志、时代风才能从庸常
生活中被提炼出来，拥有“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力量。
一系列抗疫题材电视剧已经证明：艺术不

是生活的拷贝，优秀文艺作品要向生活的深
处、高处和远处前行，也要向艺术的精致、精
深、精彩处挺进，描绘亿万民众的人生百态，
传达人民的心声，体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
格。

每当人们回忆过往，总会想到一批文艺
作 品 中 宛 如 多 棱 镜 像 般 生 动 鲜 明 的 时 代 肖
像。文艺创作总是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同频
共振。抗疫题材电视剧正是与时代脉动、火
热生活、人民悲欢同行的重要载体。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以“艺”抗“疫”的种种尝
试已走进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中国式主题性
文艺创作道路也将随之不断开拓深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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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在一起》之《生命的拐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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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最美逆行者》之《婆媳战疫》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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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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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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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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四 )

了��国�产投资4⼤�点�让�⼦
�续为你带来正向现⾦�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相对于��和基⾦�投资��产理财较稳健�⻛险相对较��不��市会在
短短⼏天内涨跌剧�的�况发⽣�不过投资⼈在进场购买��产�����

楚了�这是�于中⻓期的投资�不�基⾦��可�短线�作�并且投资⼈�

留意�下⼏⼤�点�才�����屋产⽣正向现⾦�并累积⻓期收益�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设备�重�事故��⼦��期间已知损坏����⼦曾经发⽣过���或在��期间改�过
��都�告知�这�重�信息�产经纪⼈都�在MLS�源�统�询�

屋况�格局与设�都是影响�价的重�因素�其中屋况尤为重���果屋况较�旧���另�
⼀�费⽤重�装�����换整�天����⾄是�基出问题���将�部格局打掉重�装
��屋主��审慎评估重�装�所投�的时间与⾦钱�看看是否�合经济效益��屋检�是�
屋买卖时不可�少的步骤之⼀��常由买主�请专业的验屋师将对�彻�检�⼀��进⽽了�
⽬�屋况�检�项⽬包�屋顶�⻔���基��⽔��由于�国建材主��⽊头为主�⽩蚁检
�尤为重��假��⼦��⽩蚁����除作业可�会�费数千�元�看完�屋检�报告后�
投资⼈更�掌握⽬�屋况��维�费⽤�并评估未来屋况良�的�况下可�卖�少钱�

投资��产�规划��期间与�这套�产获利⽅式�可�为��屋⼦⼀段时间后卖出赚�资本
利得�或�收租为⽬的赚�现⾦���⾃住⽤��⼦不⽤�太��⼒在装�⻛格上��合当�
出租市场的基本�求即可��过Redfin或Zillow了�投资区域租⾦⾏��建议实���时�在
这�区域打听看看租客质量�是否经常��⽋�租的或是�客把屋⼦弄得很脏乱不�的�况发
⽣�计��⼦的现⾦��常�年租⾦收�减去�屋贷��HOA��屋�险���税�还�屋⼦
维�费的预�后�这个值�果是正的就�于�⼦为你带来的收��投资⼈可�摊到每个⽉来计
�⽉现⾦��即使⽬��价下跌了��不影响投资⼈的现⾦�收��假��⼦是30年�贷�会
��由租客�你还完�⽽且租⾦�会�着时间��增⻓�可被视为投资⼈抗��的⼿段�

3.�过�屋检�了��屋状况

4.了�附�的租⾦�计�现⾦�

�点是很�购�者�认⼗�重�的因素之⼀��产位置对�价�值�
未来出售价格�很⼤的影响��果选择的�屋价格便宜�但是所处位
置�僻或是邻��恶设��相对较难�升值�间���产本�位置不
���将会成为未来卖�时被砍价的�在因⼦��常不建议选择位于
在⼤⻢路或⾼��路旁�的�产�汽⻋呼啸的�⾳与�放废⽓都会影
响到居住质量�想�居住在交�便利的�点�建议选择对���和交
�基础建设��⼀段����不会影⽣活质量���兼顾交�机��

1.�产⽬标所处�段

凱�亞�城�恩节 豪华�恩节派对晚�

6-10⼈狂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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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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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FF$5 OF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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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套�
4 -6⼈⼩型派对套�

＄100
＄240

＄160

套��选: �鸡 +主� +  副�+ 饮品 + �点/点⼼

扫码下单

预购时间� 11/23-11/27 |   ��时间 3PM - 7PM. 

�恩节�使⽤平台订购�
点�即�机会参与

幸�旋盘�赢��恩节套�
额�折扣�

锁定想投资的�段之后�投资⼈应主动了�对�附��产的平�价
格�可�参照想投资�产���型�假设⼼仪的对�是���就可�
了�看看半�⾥内同样是���型的平�成交价格�由于同⼀�区域
的�⼦��产税�学区都相同�较具参考价值�⼀�买家只�看到⼼
仪�产附����型的成交额⽔平数据�建议还是找��产经纪⼈�
提供⼀�专业的�期�屋成交价报告�作为出价参考�对于投资⼈来
说�上�⽅式�协助你判断投资对�价格是否在合理�围��果价格
远�于�价可�是问题���谨慎�����国法律�业主卖�时须
提供⼀�卖家�开信息(seller disclosure)�这�⽂件是记录关于�屋

2.了��产附�的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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