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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023年第一個冬季風暴今天
報到，從北部的大平原到上五大湖區
降下了大雪、凍雨和霰，同時也對南
部大片區域帶來龍捲風和洪患等威脅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家氣象局
（NWS）預測今天在內布拉斯加、南
達科他、明尼蘇達等州部分地區，將
密集降下每小時2.5至7.5公分的降雪
，偶爾伴隨著閃電，累積降雪量料將
超過30公分。

氣象局表示，強烈陣風造成大雪
紛飛預期將導致部分地區的道路難以

通行，其他地區路況則將因雪霧、薄
霧和凍雨讓開車變得更加危險。

根據氣象局，明尼蘇達州的明尼
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聖保羅
（St. Paul）週邊已發布冬季風暴警告
、冰風暴警告，以及冬季天氣預警，
因凍雨向北掃過這個地區，接下來還
有強降雪。

馬里蘭（Maryland）國家氣象局
氣象預報中心（Weather Prediction
Center） 氣 象 學 家 班 恩 （Richard
Bann）表示，截至今晚，在合稱為雙

子城（Twin Cities）的明尼阿波利斯
和聖保羅的西郊累積降雪已達15公分
。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國際機場的
降雪則達10公分。

國家氣象局表示，這波風暴的鋒
面源於愛荷華州上空的低壓系統。

這波冬季風暴明天料進入新英格
蘭地區，而所屬的更大鋒面則已經在
密西西比河谷下游、墨西哥灣沿岸、
田納西河谷以及阿帕拉契亞山脈
（Appalachians）南部帶來強陣雨、
強雷雨、冰雹和龍捲風。

美國2023首個冬季風暴報到 恐帶來大雪和龍捲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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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approved a limited
TikTok ban when he signed the spending
bill into law. The ban prohibits nearly 4
million federal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using the TikTok app on devices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Given the increasing scrutiny on this social
media app, which is owned by the Chinese
company ByteDance, it could be just the
beginning of more challenges to come for
the widely popular app.

TikTok employees improperly tracked the
locations of three magazines' journalists
and imported the files to the company
which amounted to spying. One of their
executives resigned and another was fired.

Since Trump came to power in 2020, he
had tried to ban TikTok, but his efforts
were rejected by the court.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isappointment on this
and we hope that future
court action will be the
solution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time there
are b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are using TikTok
and its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surpassed
many of the other social
media formats.

Our world has really
change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growing suspic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in technology,
space and finance which have gradually
heated up and fuele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We foresee that the world of
the future will divide into two distinct parts.
Whether it will be a blessing or not, only
time will tell.

0101//0303//20222022

Limited TikTok Ban In The U.S.Limited TikTok Ban In The U.S.

拜登總統在簽署四千多頁的
政府支出預算案時,同時批准政府
機關禁止使用抖音,將近四百萬政
府員工將受到此法令之影響。這
項行動旨在阻止這家中國大陸之
社群軟體對國家安全之威脅，也
使中美兩國之矛盾繼續加深。

自 2020 年川普執政以來，
就企圖禁用抖音，但遭法院否決
，保守派人士一直希望能實施，
最近抖音也被質疑對富比士雜誌
三名記者行動進行跟蹤引起各界
之關注。

美國抖音公司對於此項禁令
表示失望，並在聲明中表示將會
繼續和司法部協商保密之問題。

我們要在此非常遺憾之表示
，抖音如果是全面性之關閉，包
括一般百姓都無法使用將是社群
媒體之重大改變和損失。

目前世界上使用抖音之人群
數以億計，在美國使用人數也超
越了許多其他社群媒體，可謂來
勢洶洶，不可阻擋，而這公司始
原於中國大陸，是西方世界所顧
忌的媒體。

我們的世界真的變了，中美
之間的猜忌越來越大，包括科技
、 太空、 金融 皆在逐漸加溫競
賽之中，我們預見未來的世界將
一分為二，是禍是福，有待時間
來告訴我們了。

拜登下令禁用抖音拜登下令禁用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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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足球聯盟NFL水牛城比爾隊（Buf-
falo Bills）安全衛哈姆林（Damar Hamlin）
在與對手辛辛那提猛虎隊激烈的衝撞後心臟
驟停, 幾秒鐘後整個人轟然倒下, 經過醫護人
員現場對他進行緊急搶救後送往辛辛那提醫
院施救中,目前靠呼吸機与鎮靜劑存活, 哈姆林
正在為生命搏鬥掙扎中,願大家為他集氣祈禱,
祝他早日平安歸來!

哈姆林是在比賽中進行搶斷後在場上心
臟驟停，導致晚上兩支球隊的關鍵對決無限
期推遲。這名24歲的球員目前正躺在辛辛那
提大學醫療中心，這是距離比賽的體育場最
近的一級創傷中心。從ESPN電視實況轉播中
可見,哈姆林受傷的這場比賽中，剛開始是對
手希金斯的右肩擊中了防守隊員哈姆林的胸
部, 當時哈姆林用手臂抱住希金斯的肩膀和頭
盔，將他拖了下去。哈姆林迅速站了起來，
似乎用右手調整了一下口罩，大約三秒鐘後
，他向後倒了下去，躺在那裡一動不動。球
場上的救護車將哈姆林送到了那裡，他的心
跳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恢復了16分鐘，當時
美國人都屏住了呼吸。NFL聯盟總裁羅傑•
古德爾宣佈，兩隊的比賽將不會在本周恢復
，也沒有就稍後恢復比賽的可能性做出任何
決定。聯盟表示，本周結束常規賽的第18周
賽程不會有任何變化,比賽一定會必須繼續，
但顯然不是當選手躺在生與死的草皮上時。

在不知道哈姆林是否患有導致心臟驟停

的心臟疾病之前，將其稱為足球損傷為時過
早。值得注意的是，醫學術語"心臟搏動"是指
胸部突然受到鈍器撞擊而導致心臟無損傷的
猝死現象。美國心臟協會表示，心臟衝突事
件主要發生在體育運動中。作為一項有害健
康的運動，美式足球近些年來已經臭名昭著
。

像海豚隊四分衛圖亞•塔戈瓦洛阿現在
遭受的腦震盪會對大腦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
。美式足球運動員退役時總是一瘸一拐，雙
手粗糙。如果足夠幸運，達瑪爾•哈姆林可
能會走出困境，微笑著離開醫院,但他在NFL
的職業生涯能否繼續無疑是個疑問。

在哈姆林整個人倒下並在場上接受心肺
復蘇術時,由於事發突然，球場上的球員們竭
盡全力控制自己驚嚇的的情緒，而在報導球
賽的ESPN播音員因為不知真實狀況,並在停
賽的一個小時內因為沒有新信息,而一遍又一
遍地說比賽即將恢復，顯然是因為NFL主辦
單位遲遲不能夠決定如何走下一步, 換言之他
們還是顧慮到如果取消比賽可能損失慘重, 所
以並沒有把球員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不過NFL
事後堅稱這絕不是聯盟的意圖, 這種強辯並不
會獲得大家的認可,不過在經歷這一次事件以
後相信NFL會學到了寶貴的一課 :球員的生命
應該是永遠放在第一位的,一旦球員面臨生死
攸關的威脅時,球賽應該毫不猶豫的取消,不是
嗎!

英國首相蘇納克今天發表指標性的內政演說，傳達在新一年
的施政重點。他提出通貨膨脹率砍半、促進經濟成長、降低國家
負債、增進公衛醫療系統運作效率、有效打擊非法移民等5大承
諾。

他強調，民眾的優先關切事項就是他的優先關切事項，他瞭
解民眾希望政府的關注焦點能 「少一點政治、多一點民眾真正關
心的事」 。

他承諾將如實告知國家面臨的挑戰以及必要的犧牲，且只會
就他做得到的事作出承諾，更會說到做到。他稱各項內外挑戰都
不該是施政不力的藉口， 「我們不該只是討論問題，而是要解決
問題」 ，他領導的政府將 「透過實際行動重建民眾對政治的信任
」 。

蘇納克（Rishi Sunak）今天的演說長約25分鐘。最大在野
黨工黨領袖施凱爾（Keir Starmer）本週稍晚也將發表演說，闡
述他的政策願景。英國下一次大選依規定必須在2025年1月25
日以前舉行；兩大黨黨魁本週相繼發表重要政策演說，可謂標誌
大選選戰起跑。

蘇納克今天坦言，他的政策規畫不見得在本屆國會就能展露
成效，但現在就得開始創造改變。他說，他不會畫大餅或宣稱握
有藥到病除的妙方，而是寧願推動有意義、效益持久的改變。

他首先提到民眾十分關切的兩大議題：公衛系統危機及醫護
等公部門人員罷工。他說，政府已著手採取緊急措施：增設
7000張病床，以及挹注資金強化社區與整體社會照護系統，讓
更多醫療照護行為能在居家環境與社區完成，降低醫院占床率。

他並提出導入更多非公部門資源，讓病患有更多選擇、縮短
取得醫療服務的時間，以及縮減醫療服務品質的地域差距。

至於罷工，蘇納克稱外界有許多偏誤訊息流傳；政府的立場
是希望與工會有合理的對話，達成對國家整體而言公平且負責任

的作法。他預告政府近日將宣布新
措施。

成員超過46萬5000人的英國
護理師工會 「皇家護理學院 」
（Royal College of Nursing）發動罷工要求調升薪資至零售物價
指數（RPI）通膨率上加5個百分點的水準，去年12月這相當於
要求調升薪資高達19%。施凱爾曾表示，這樣的要求確實超過
政府所能負荷。

蘇納克並誓言透過教育促進社會正義，具體措施包括提升教
學品質，加強發展技職教育、終身學習和職場實習。

在促進經濟成長方面，蘇納克提到 「創新」 的重要。他指出
，近50年來，英國生產力增長約半數需歸功於創新。他稱將確
保英國成為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這也是為什麼政府將研發投資
預算提升至200億英鎊，以發展人工智慧、生命科學、量子科
技、金融科技、綠色科技。

此外，蘇納克預告，政府將在條件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宣
布減少受薪階級的稅賦負擔；政府也將擬定計畫，吸引更多人
（再次）投入勞動市場、填補企業可觀的人力需求。他提到，
當企業缺工，英國卻有約1/4勞動人口屬於 「非經濟活動人口
」 （economically inactive），著實令人震驚。

在英國政府相關統計中， 「非經濟活動人口」 指的是沒有
工作、未積極尋找工作機會、因照顧家人而未就業、非待業及
已退休的16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

國家統計局（ONS）去年12月發布的最新評估數據顯示
，英國去年8至10月的失業率和就業率皆較前一季度（5至7
月）上升，16歲以上人口失業率為3.7%。

「非經濟活動人口」 占比則較前一季度下降0.2個百分點
，來到21.5%，下降主因為50至64歲已退休人口回流勞動市

場。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讓部分人士選擇提
早退休或不再積極尋求就業。

去年8至10月，私部門基本薪資平均增長6.9%，公部門則
平均增長2.7%，但在計入通膨後，實質薪資可減少高達2.7%，
降幅為2001年有紀錄以來最大。

英國目前的通膨率近11%，但多數專家預期通膨率今年稍
晚將明顯下降。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的預測為在明
年第 4季降至 5.2%，與預算責任局（Office for Budget Re-
sponsibility）的評估相近，因此雖然政府無法完全管控通膨，蘇
納克 「通膨砍半」 的承諾並非毫不可行。

英相蘇納克提通膨砍半等5大承諾 強調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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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槍擊案被告重新被拘
承認仇視外國人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十區發生槍擊事件，造成三名庫爾德人喪生，

另有三人受傷。本案中，69歲的犯罪嫌疑人在審訊中承認他是種族主義

者，他“病態地仇視外國人”。警方針對謀殺、謀殺未遂、持槍暴力、

違法持有武器等罪名展開調查，並增加了“種族主義動機”，被告將於

26日接受預審法官的審判。

據《費加羅報》報道，根據巴黎檢察官辦公室公布的壹份聲明，被

告在被拘留期間承認他仇視外國人，自2016年成為入室盜竊受害者以來

“壹直想殺害移民和外國人”。2021年，他曾在巴黎持刀襲擊移民帳篷

，造成兩人受傷。這名退休火車司機在接受巴黎警察局反犯罪大隊調查

時表示，他有抑郁和自殺傾向，如果有壹天自盡，他會“把敵人帶進墳

墓”，而“敵人”是指“所有非歐洲外國人”。

被告還解釋說，槍擊當日他最初去了巴黎近郊移民聚居的塞納-

聖但尼省聖但尼市，“攜槍支彈藥去殺外國人”，但他放棄了這壹

行動，因為在場的人很少，而且不容易給手槍重新上子彈。因此他

回到位於巴黎十區的父母家，然後步行到昂吉恩路尋找新目標。巴

黎檢察官辦公室表示，警方找到被告持有的壹張從聖但尼出發的車

票，證實了這壹說法。

巴黎檢察官辦公室在聲明中宣布，24 日晚間解除對被告的拘

留，因為其健康狀況不符合拘留條件，此人被帶到警察局的精神

病機構，但25日 16點 30分再次將被告拘留，案件將於26日提交給

預審法官。

巴黎檢察官辦公室指出，警方搜查被告父母家獲得的初步證

據“沒有顯示出任何夥同或效忠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巴黎檢

察官洛爾· 貝克勞表示，沒有證據表明有必要將此案提交國家反恐

檢察官辦公室（PNAT）。國家反恐檢察官辦公室接受《費加

羅報》采訪時也表示，根據目前的調查情況，這起案件不應由該

機構處理。

法國流感疫情指標急劇上升
巴黎大區重癥床位已飽和

綜合報導 法國公共衛生局發布的周報顯示，影響整個法國的流感

疫情非常嚴重，各項指標明顯上升。

據法國信息臺報道，法國的流感繼續蔓延，根據法國公共衛生局

的數據，12月 19日至25日，因流感樣癥狀就診人數在壹個星期內增

加了29%，急診和住院人數分別增加了52%和75%。法國公共衛生局

指出，因流感住院的人數達到了201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流感

病亡人數占死亡總數的2.8%，在壹個星期內翻了壹番，甚至是兩個

星期前的七倍。

這些數據顯示，法國流感疫情尚未達到高峰。法國本土所有地

區以及海外領土馬約特、留尼汪、瓜德羅普、馬提尼克都處於“流

行病”階段，這是法國關於流感疫情的最高警報級別。受影響最嚴

重的是巴黎大區、上法蘭西大區、諾曼底大區、普羅旺斯-阿爾卑

斯-藍色海岸大區。截至 27日，巴黎大區的重癥監護部門幾乎已經

沒有床位。

法國的流感疫情波及所有年齡組，15 歲至 64 歲人口受影響尤

其嚴重，但5歲至14歲年齡組的流感指標似乎趨於穩定，還略有下

降。

聯合國及其合作夥伴呼籲進行緊急幹預
結束南蘇丹“不斷升級的暴力”

據報道，自上周日以來，南蘇丹大

皮博爾行政區的武裝青年不斷發起暴力

襲擊，目前已導致至少57人死亡，十幾

人受傷。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及其國際

合作夥伴今天發表聲明，呼籲立即結束

這些暴力事件。

南蘇丹於2011年從蘇丹獨立，是世

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但在該國獨立後不

久，由總統基爾（Salva Kiir）領導的政

府軍及其對手馬沙爾（Riek Machar）領

導的作戰人員之間爆發了沖突，而且事

態不斷升級。

暴力升級

近期，南蘇丹暴力事件加劇，不

斷有人喪生。有報道稱，洛烏努埃爾

族青年在大皮博爾行政區向穆爾勒族

人發起了襲擊，沖突由此爆發，雙方

均有人員傷亡，其中有 17名穆爾勒族

人受傷。據稱，施暴者涉嫌使用重型

武器。

瓊萊州的信息部長對此表示譴責，

並呼籲瓊萊州的年輕武裝青年停止暴力

，返回家園。

多位地方官員都呼籲中央政府采取

幹預措施，制止暴力。

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非洲聯盟特

派團、政府間發展組織、“三駕馬車”

國家 (美國、英國和挪威)、歐洲聯盟、

南蘇丹問題聯合監督與評估重組委員會

對此表示“嚴重關切”。

最後通牒
這份聯合聲明敦促戰鬥人員和支持

者“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保持克制，尊

重人權”，並呼籲南蘇丹領導人“緊急

幹預，停止戰鬥，確保平民的安全與安

保，使受沖突影響的人能夠獲取人道主

義援助。”

該聲明還強調有必要調查並追究所

有施暴者的責任，“包括那些煽動暴力

或綁架婦女和兒童的人”。

要對話，不要戰鬥
聲明還強烈鼓勵南蘇丹的政治家

和部落首領說服青年作戰人員停止暴

力，采取“對話的方法”，“重點關

註恢復平靜，並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沖

突根源”。

雖然保護平民的主要責任在於國家

政府，但南蘇丹特派團及其國際夥伴重

申，他們準備提供壹切必要支持，以保

護沖突地區的平民。

加強巡邏
聲明指出，南蘇丹特派團正在沖突

熱點地區加強巡邏，密切監測局勢，並

指出此類沖突曾導致重大的生命損失以

及大規模的平民流離失所。

聲明還指出，“不必要的暴力”

對南蘇丹全體人民的和平與穩定構

成了嚴重威脅，他們呼籲就停火和

過渡期安全安排監測和核查機制積

極開展調查，並敦促沖突各方為此

提供便利。

NASA稱宇航員在太空中應獲得“強化飲食”
綜合報導 《科學報告》近日發表壹

項研究，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約翰

遜航天中心稱，宇航員在太空飛行中應獲

得“強化飲食”，包含相比標準太空食品

更多種類和數量的水果、蔬菜和魚，以改

善他們的健康和表現。這項研究是在地球

上由16名參與者在太空飛行模擬艙中進行

的，這些發現或能影響空間飛行的宇航員

健康和決定食物來源的優先級。

長期太空飛行會影響人類健康，而

飛行器的大小和能源限制使能帶上的負

荷有限。宇航員吃的食物或許能緩解壹

些空間飛行中的負面健康變化，但食物

終究受到質量、體積、保質期和儲藏需

求的限制。

研究團隊此次分析了食用兩種飲食對

16人(10名男性、6名女性)的影響。在地球

上的4個封閉艙中，各有4人參與了為期

45天的任務。艙室的設計模擬封閉的太空

飛行環境，以及在這些條件下存儲不同食

品的實操性。參與者食用“強化飲食”或

標準飲食。前者包括增加更多份、更多樣

的水果蔬菜，以及更多魚肉和omega-3脂

肪酸。標準太空食品目前用於國際空間站

，盡管它符合大多

數要求，但科學家

提出它可以加入來

自更多水果和蔬菜

的食物和更多 ome-

ga-3脂肪酸。

“強化飲食”

提供了每日超過6份

水果和蔬菜，每周

2—3 份魚，以及其

他健康食品。所有

的食品都是耐儲藏

的，這是支持當前

空間任務中室溫、

擴大儲存條件的要

求。為模擬真實空

間飛行條件，這些食物在每次任務開始前

儲藏在艙室中。參與者在任務過程中提供

了唾液、尿液、血液和糞便樣本，並完成

認知評估任務。

團隊發現，食用加強太空飲食的人膽

固醇水平更低、皮質醇水平更低(表明壓力

更低)，有更好的認知速度、準確度和註意

力，與食用標準飲食的人相比有更穩定的

微生物組。

研究人員總結說，“強化太空飲食”

對個體有明顯的健康和表現益處，或對

宇航員有益，即使在短期太空任務中也

是如此。雖然還需要進壹步研究來評估

太空中的健康飲食，這些發現或有助於

指導未來太空探索任務中食物來源的優

先級。

全球首個工業級氫能綜合利用示範項目
Hyflexpower完成第壹階段試運行

綜合報導 全球首個工業設

施中引入氫能綜合利用的示範

項目Hyflexpower項目近日成功

完成第壹階段試運行。

該項目在Smurfit Kappa集

團旗下位於法國維埃納河畔

賽拉的壹家造紙廠中實施。

其試運行標誌著全球首個集

成了高比例摻氫先進燃機的

“電能多元化轉換”工業級

規模示範項目的成功實施。

試運行的摻氫比例將在 2023

年提升至100%。

據介紹，該項目證明綠氫

不但是壹種靈活的儲能方式，

還可以成為工業型燃氣

輪機的燃料。由造紙廠

電解水制氫設備生產的

氫氣以 30%的比例與

70%的天然氣混合燃燒

，驅動燃氣輪機發電。

參與項目的合作夥

伴包括西門子能源、德

國航空太空中心、EN-

GIE Solutions、 Centrax

、ARTTIC，以及希臘

國立雅典理工大學、瑞

典隆德大學、德國杜伊

斯堡-埃森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

學院。

該項目於 2020 年宣布啟

動，總投資金額1520萬歐元，

其中三分之二由歐盟委員會根

據“地平線2020”科研創新框

架計劃提供資金。該項目計劃

將在2023年夏季進行新壹輪試

運行。

西門子能源Hyflexpower項

目全球總監 Ertan Yilmaz 博士

表示：“通過Hyflexpower項目

，我們證明了能源密集型行業

也可以在保障電力供應的同時

實現碳中和。摻氫燃氣輪機將

在邁向氣候中和的能源系統中

發揮關鍵作用，因此我們十分

期待下壹階段的試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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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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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在美東時間3日開議，共和黨時
隔4年重掌眾議院。共和黨眾議院議長人選呼
聲最高的麥卡錫（Kevin McCarthy），卻因與
黨內互鬥，經過3輪投票還是無法獲得同僚支
持當選眾院議長。這是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眾
議院第一次未能在首輪投票就決定議長人選。

眾議院共進行3輪議長人選投票，皆未有
結果。眾議院決定先休會，4日中午再繼續。
上一次美國眾院未能在首輪投票選出議長是在
1923年，當時眾議院共表決9次才讓共和黨籍
的眾院議長吉勒特（Frederick Gillett）連任。

議長當選門檻為218票。過去眾議院議長
選舉多為形式投票，選前人選多已底定。但這
屆國會共和黨眾院占222席，僅比民主黨多10
席，麥卡錫只有失去黨內4票的空間，讓共和
黨內極右翼同僚有了與麥卡錫做政治談判的空
間。

在頭2輪投票裡，共和黨極右翼勢力分別
提名前任眾議院自由黨團主席畢格斯（Andy
Biggs）、俄亥俄州保守派眾議員喬丹（Jim
Jordan）與領袖麥卡錫競爭議長，民主黨則提
名非裔領袖傑福瑞斯（Hakeem Jeffries）角逐

議長寶座。
在19位共和黨員跑票的情況下，麥卡錫前

2輪投票皆僅拿到203票，離當選門檻218票還
差15票，傑福瑞斯則獲得全數212位民主黨議
員團結支持；第3輪投票麥卡錫還因佛羅里達
州共和黨籍眾議員唐納茲（Byron Donalds）改
投喬丹，僅拿202票。

CNN報導，麥卡錫3日上午在選前與共和
黨員舉行閉門會議，麥卡錫對黨內同僚說，
「這個職位是我掙來的，我不會罷手。我會堅

持到最後這4個朋友都願意跟我站在一起。」
麥卡錫近日已做出一系列讓步，包括同意

未來只要5名議員就能提出 「罷黜議長」 的動
議，但極右翼仍不埋單，要求恢復過去1位議
員即能提動議的規定； 「眾議院自由黨團」 現
任主席培瑞（Scott Perry）表示，問題癥結在
於確保 「眾院自由黨團」 成員出任委員會要職
、擔任小組委員會主席，但麥卡錫拒絕配合要
求。

麥卡錫曾說，若當選眾議院議長，將如同
他的前任裴洛西般訪問台灣。

美國眾議院議長難產 百年來頭一遭

美國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與黨內極右翼勢力
拉鋸戰今天持續上演，雙方皆無讓步跡象。經
過2天6輪表決，麥卡錫仍未達到眾院議長當選
門檻，反而再丟一張選票，似乎逐漸流失黨內
支持。

經過昨天3輪表決，由共和黨掌控的眾議
院今天再次就議長選舉進行3輪投票。在麥卡
錫（Kevin McCarthy）與黨內極右翼勢力持續
互不退讓之下，仍未有任何一方取得過半數選
票；眾議院決議休會至美東時間今晚8時再繼
續。

根據官方紀錄，這是美國國會200多年歷
史上，第15次未能在首輪投票產出眾院議長人
選，前一次為1923年，當年眾議院表決9次才
選出共和黨的吉勒特（Frederick Gillett）擔任
議長。

這場議長選舉也創下美國史上第9多次表
決紀錄，目前最高紀錄為1856年的133次。

今天3輪投票依然是三腳督局面。共和黨
極右翼改提名來自佛羅里達州的非裔共和黨籍

眾議員唐納茲（Byron Donalds）挑戰麥卡錫，
民主黨則持續提名非裔領袖傑福瑞斯（Ha-
keem Jeffries）角逐議長寶座。

在麥卡錫支持者唐納茲、史帕茲（Victoria
Spartz）接連棄營下，今天3輪投票結果皆為
傑福瑞斯212票、麥卡錫201票、唐納茲20票
、1人棄權。由於棄權不列入計算，當選門檻
降為217票。

唐納茲昨天前兩輪票投麥卡錫，但後來改
投極右翼提名人選，理由是認為共和黨應進一
步商議議長人選或下一步對策；史帕茲先前也
支持麥卡錫，但因認為麥卡錫應先解決反對者
的疑慮，今天3輪改投棄權票（present）。

即便經歷6輪投票挫敗，麥卡錫仍堅持選
到底； 「反麥陣營」 成員之一古德（Bob Good
）也誓言不會讓步， 「他（麥卡錫）能繼續流
失選票，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用數天或數週時
間換取最好的議長很值得」 。

共和黨內鬥分裂浮上檯面，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今天雙雙呼籲共和黨員團結，把票投給麥卡
錫。即便長年挺川，反麥的眾議員波柏特
（Lauren Boebert）反而呼籲川普，應告訴麥
卡錫 「是時候退選了」 。

提出 「罷黜議長」 （vacate the chair）動
議所需人數及部分議員個人政治野心，似乎是
麥卡錫與極右翼持續僵持不下的主因。

唐納茲今天受訪指出，他目前最在意的議
題仍是應賦予單一議員提出罷黜議長動議的權
利。麥卡錫先前已在此議題上做出讓步，同意

未來5名議員就能對議長發動不信任投票，但
極右翼仍不買單；目前僅黨團領袖有權發起相
關動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今天也引述
消息人士指出，反麥陣營主要成員蓋茨（Matt
Gaetz）要求擔任深具影響力的眾院軍委會底下
小組主席，但遭麥卡錫拒絕。

在美國國會規定下，眾議院選出議長後，
新一屆議員才能宣誓就職，國會才能正式開始
運作。

美眾院議長選舉次日仍膠著 麥卡錫逐漸流失支持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他對中國當局如何處理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感到

擔憂。
路透社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任萊恩（Michael Ryan）今天

稍早時曾指出，中國提供的疫情數據未準確反映當地情況，未充分反應住院及染疫死亡人數。
在中國政府突然取消清零政策後，全球對中國的疫情通報準確性日益感到不安，當地疫情已使

得醫院人滿為患，部分殯儀館不堪負荷。而中國每日通報的染疫死亡人數持續是個位數。
許多中國殯儀館及醫院已表示，它們已不堪負荷。國際衛生專家們預測，中國今年將至少有1

百萬人死於COVID-19相關疾病。

世衛稱中國低報數據拜登：擔心北京如何處理疫情

美國2023年第一個冬季風暴今天報到，從
北部的大平原到上五大湖區降下了大雪、凍雨
和霰，同時也對南部大片區域帶來龍捲風和洪
患等威脅。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家氣象局（NWS）預
測今天在內布拉斯加、南達科他、明尼蘇達等
州部分地區，將密集降下每小時2.5至7.5公分
的降雪，偶爾伴隨著閃電，累積降雪量料將超
過30公分。

氣象局表示，強烈陣風造成大雪紛飛預期

將導致部分地區的道路難以通行，其他地區路
況則將因雪霧、薄霧和凍雨讓開車變得更加危
險。

根據氣象局，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和聖保羅（St. Paul）週邊已發
布冬季風暴警告、冰風暴警告，以及冬季天氣
預警，因凍雨向北掃過這個地區，接下來還有
強降雪。

馬里蘭（Maryland）國家氣象局氣象預報
中心（Weather Prediction Center）氣象學家

班恩（Richard Bann）表示，截至今晚，在合
稱為雙子城（Twin Cities）的明尼阿波利斯和
聖保羅的西郊累積降雪已達15公分。明尼阿波
利斯-聖保羅國際機場的降雪則達10公分。

國家氣象局表示，這波風暴的鋒面源於愛
荷華州上空的低壓系統。

這波冬季風暴明天料進入新英格蘭地區，
而所屬的更大鋒面則已經在密西西比河谷下游
、墨西哥灣沿岸、田納西河谷以及阿帕拉契亞
山脈（Appalachians）南部帶來強陣雨、強雷

雨、冰雹和龍捲風。
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和喬治

亞等州大部分區域已發布龍捲風和大雷雨警報
，這個區域的南邊也發布洪水警戒。

截至今晚為止，國家氣象局總共接獲8起
龍捲風通報，以及數十起強風對路樹、電線桿
和住家造成破壞的事件。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FlightAware，明尼阿波
利斯-聖保羅國際機場今天取消200多個航班。

而美國西岸明天將開始準備迎來另一波
「大氣河流」 （atmospheric river），這是指大

氣中高濃度濕氣氣流，料將帶來滂沱大雨，恐
怕將再度在加州北部和中部造成洪患。

美國2023首個冬季風暴報到恐帶來大雪和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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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有1,300多種蝴蝶，元江就有800多
種。趙燦繁2001年開始養殖蝴蝶，2004

年與中國林科院昆蟲研究所元江試驗站達成合
作，利用元江山好水好生態好的環境養殖蝴
蝶。20餘年與蝴蝶相處，趙燦繁摸清了牠們
的習性，掌握了近60種蝴蝶的養殖方法。他
從中挑選出18個具備科研、觀賞價值，且生
命周期長、種群大的品種進行人工養殖。

反覆篩選蝴蝶喜食植物
蝴蝶一生分為卵、蟲、蛹、蝶四種形

態，“不同品種的蝴蝶，嗜吸不同的植物花
蜜，而幼蟲則喜食葉片。”趙燦繁解釋，蝴蝶
幼蟲和成蝶的取食對象，因品種各異而各有不
同。養殖蝴蝶的第一步，是找到不同品種蝴蝶
的特定食用植物。

趙燦繁尋找並確定不同品種蝴蝶的特定
食用植物，用的是笨辦法：通過種植不同植
物，反覆觀察蝴蝶與該植物的關係，最終確定
各品種蝴蝶喜食的植物。在尋找玉帶鳳蝶的喜
食植物時，趙燦繁率員工在基地種下橙子、柚
子、檸檬、柑桔等許多品種的果樹，種下又挖
掉、挖掉又換種，最終確定玉帶鳳蝶的最佳食
物是小山桔。“玉帶鳳蝶啃嚙小山桔葉片，20
天即可掛蛹，而啃嚙其它植物葉片，則需要
25天。”

趙燦繁還研製了專供羽化後的蝴蝶吸食
的營養液，“濃度太高會堵塞蝴蝶的食管，濃
度太低又會致營養不足。”他通過多次實驗，
找到最佳配方，將不同花蜜以一定配比稀釋製
成營養液。蝴蝶大棚內，一群成蝶圍在容器上
吸食液態花蜜，吸飽喝足飛離容器翩翩起舞，
接着，又一批蝴蝶翩翩而至，如飢似渴、歡快
吸食。

多番摸索尋找掛蛹方法
蝴蝶成長過程中，掛蛹是羽化成蝶的關

鍵環節。趙燦繁說，蝴蝶幼蟲成熟後，會以
自身吐出的絲將自己掛在葉片背面，蛻皮化

蛹、羽化成蝶。野生蝴蝶在野外環境掛蛹，
因植物葉片間空間狹窄，影響了翅膀的正常
生長，羽化率極低，“蝴蝶的翅膀十分脆
弱，羽化過程一旦有阻隔，將致翅膀變形，
無法飛翔。”

趙燦繁摸索的人工掛蛹方法，將幼蟲掛
於毛巾上懸空，後改良為在塑料籮筐上掛蛹，
保證蝴蝶的翅膀生長有足夠空間，且將羽化環
境由野外搬至室內，免去了天敵襲擾和風吹雨
淋。僅此一項，蝴蝶的羽化率由30%提升到
了95%以上。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蝴蝶養殖園
羽化室看到，貨架上擺滿了呈一定角度傾斜的
塑料籮筐，一個個金燦燦的蝶蛹掛在籮筐上，
有的已羽化成蝶。

多地建立生態園科普教育園
蝴蝶養殖不但有生態價值，也有科普價

值和經濟價值。多年來，趙燦繁先後在北京、
深圳、東莞、海南、福建等地，與當地合作建
立蝴蝶生態園和科普教育園，供遊客觀賞、進
行蝴蝶科普教育。福建泉州1,000畝養殖基
地，曾創下一年接待學生15萬人參觀學習的
紀錄。

隨着婚禮放飛蝴蝶在內地大中城市漸漸
流行，蝴蝶需求量不斷增大，趙燦繁估算，每
年內地用於蝴蝶生態園展示、科普、婚禮放
飛、科學研究等的蝴蝶資源需求量約為500萬
隻左右，而他的蝴蝶養殖園的供應量佔到一半
以上。

新包裝運蛹 羽化率升至95%
有了市場，蝴蝶的運輸也是問題。趙燦

繁以前採取的辦法是運送蝶蛹，由買家根據操
作流程進行羽化，但其弊端也是明顯的：蝶蛹
運送到外地後，羽化率僅達40%左右。趙燦
繁又研究改進了包裝方法，用三角紙袋平整包
裹已羽化的蝴蝶翅膀，並噴水保濕。新的包裝
方法運送成蝶效果顯著，羽化率提升至
95%。

在內地多個蝴蝶生態園或科普園區，趙燦繁遇到的
遊客提出最多的問題是：“蝴蝶會咬人嗎？”“蝴蝶有
毒嗎？”耐心解答之餘，趙燦繁深感蝴蝶科普任重道
遠，“國外早已對蝴蝶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科普，而我們
對蝴蝶的認知和宣傳遠遠不夠。”

蝴蝶雖然處於生態鏈最低端，但卻是生態環境的標
誌之一。趙燦繁說，蝴蝶對環境十分挑剔，一個地方只
要能看到蝴蝶，就說明該地生態良好。蝴蝶繁殖的最低
溫度不能低於25℃，一般繁殖期在6月至9月，一年可繁
殖兩代。而其蝴蝶養殖園所在的雲南元江，有着獨特的
乾熱河谷氣候，終年無冬、山好水好生態好，一年可繁
殖蝴蝶八九代，甚至十代。

養殖園的一棵樹上，蝴蝶與葉片混雜一起，一眼難
以分清哪些是樹葉、哪些是蝴蝶。趙燦繁搖動樹枝，一
隻隻蝴蝶由其棲息的枝葉上飛起，翩翩起舞。“看，蝴
蝶還有仿生學價值。”趙燦繁說，蝴蝶因為處於食物鏈
末端，天敵眾多，有着驚人的隱蔽偽裝本領，將自己與
環境融為一體。各國軍隊使用的迷彩服，其設計靈感也
有部分來自蝴蝶的偽裝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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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雲南元江河谷，依然熱浪撲面，59歲的趙燦繁與往日一

樣，在蝴蝶養殖園忙碌，添加營養液，觀察蝴蝶狀態。紛飛起舞

的蝴蝶令其頗感興奮：只要看到色彩斑斕的蝴蝶嬉戲飛舞，一天

心情都很好。趙燦繁是昆明中林觀賞昆蟲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總經

理，專業從事蝴蝶養殖已逾20年，其蝴蝶養殖園位於中國林科院

昆蟲研究所元江試驗站。趙燦繁估算，目前內地大中城市蝴蝶生

態園、婚慶放飛、科研用蝶等蝴蝶需求量約500萬隻/年，一半以

上由他的公司供應。養殖蝴蝶不僅有生態價值、科普價值，更催

生“美麗經濟”。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元江報道

繁殖環境成生態“晴雨表”

◆養殖園中建立了科普室，介紹蝴蝶知識。

◆◆趙燦繁養殖蝴蝶已逾趙燦繁養殖蝴蝶已逾2020年年。。

◆◆色彩斑斕的蝴蝶頗具觀賞價值色彩斑斕的蝴蝶頗具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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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內地生前預囑立法．下篇

“我希望簽完書面的預囑文件後，不管在哪家醫院就醫，醫生都能看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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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患者知情訂立預囑前提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作為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老年科醫生，“救死扶
傷、永不言棄”一直是李瑛與同事們秉持的理

念。2012年，李瑛的父親確診腎癌之後，一度入住
ICU。出院之後，父親作了一番交代，無論發生什
麼情況，都不許再把他送進ICU，除了輸液、輸
氧，別的都不用做。2016年，父親病危，李瑛儘管
異常糾結，終究還是尊重父親意願，讓他在普通病
房度過最後的日子。

父親去世之後，李瑛反覆自問，自己的選擇究
竟對不對？後來，李瑛才意識到，當時父親所說的
實質上就是一份口頭形式的“生前預囑”。

2017年，李瑛任職的部門跟北京協和醫院的老
年醫學科建立合作關係，開始引進和學習北京方面
先進的理念和技術，她也第一次接觸到了“安寧療
護”。這個概念對李瑛來說十分新穎，其充滿人文
關懷的特質讓她感觸很深。

線上系統建設線下宣傳普及
就在李瑛困惑如何推進工作的時候，她參加了

一個由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發起的中英聯合培訓
項目——全民生命末期品質照護（QELCA）學習
班。經過學習，李瑛意識到，生前預囑和安寧療護
都是偉大的事業。“除生死無大事，既然我們決定
不了死亡，那至少能選擇自己是否能善終，讓家人
也得以善生。”

2021年3月26日，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通
過審批正式成立，成為了繼北京之後的第二家推廣
生前預囑的社會團體。協會成立後，李瑛全力以赴
推進生前預囑立法，期間正好趕上了2021年《深圳
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截至11月初，深圳“生
前預囑”立法的落地實施前的進一步細化文本已經
進行了多輪討論。李瑛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本
具體包括四項核心內容：一是推動政府建立生前預
囑制度相關配套細則，協助制定“生前預囑”深圳
文本（1.0版），提交深圳市衞健委。二是加強信息
查詢系統建設，擬建立“深圳生前預囑庫”和“深
圳生前預囑註冊中心”平台，便於民眾獲取、了解
及存儲生前預囑相關內容及簽署信息。三是擴大生
前預囑理念和法規的宣傳推廣，加大志願服務隊伍
的人才培養力度。四是開展對生前預囑知曉率與接
受度的調研普查，掌握基礎數據。

對於生前預囑實施的可操作性，李瑛指出，簽

什麼版本；到哪裏簽、和誰簽，簽署後誰來保管；
簽署後的生前預囑文件如何便於醫護人員獲得，這
三個方面是她最為關注的部分。

預囑文本需簡化人性化
目前，內地生前預囑的通用文本是由北京生前

預囑推廣協會“選擇與尊嚴”網站推出的“我的五
個願望”，通過掃描二維碼即可線上查詢和登記，
內地已經有6.5萬多人填寫。張莉（化名）是其中之
一。

張莉簽署的生前預囑紙質文本，與她的病歷一
同放置在家中最重要的檔案櫃裏，網盤裏也備份着
電子掃描件，她不確定萬一出現緊急情況，除了簽
署時的深圳市人民醫院外，其他醫院能否看到，會
由誰來執行預囑中的“要求”，又由誰來提供保
障。張莉希望，生前預囑普及以後，能在全國都實
現網絡互通。“我希望簽完書面的預囑文件後，不
管在哪家醫院就醫，醫生都能隨時看到我的具體預
囑內容，而不是我要拿着一張紙去給醫生看。”

“‘我的五個願望’這份文件非常人性化，但
實踐中普遍反映條文較冗長，問題設置稍顯複雜，
部分內容未貼合中國國情。”李瑛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生前預囑最核心的內容是“我要或不要什麼
醫療服務；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

最簡化的生前預囑的條文也應涵蓋這最基本的兩個
項目。

指紋認證人臉識別可助力
她建議，文件既要方便保存，也要便於更改，

可與居民就醫時必須持有的社會保障卡綁定，專設
一欄“是否有簽署生前預囑”，聯網後整個系統都
能直接查閱。患者本人亦可通過指紋認證、人臉識
別等方式，進到生前預囑的簽字欄，隨時更改。

《條例》提出，生前預囑對醫生或意定監護人
等都具有約束力。一定要在患者完全具備民事行為
能力的時候，也就是能夠真實的表達自己意願的時
候，要以書面或者錄音錄像的方式確定下來，最好
的方式就是公證。

據深圳市公證處國投綜合部部長劉穗梅介紹，
辦理公證的市民以書面的形式勾選格式文本上的五
類願望選項，必須親自簽名和按手印，由兩名公證
人員辦理，全程將會錄音錄像。公證處還希望以後
公證書能夠通過網絡保存的方式，患者到深圳任何
一家醫院就診，醫生、醫療機構都能快速查詢到，
日後公證處還希望跟醫學協會、社保局一起搭建平
台，辦理一些公證的生前預囑公證公示登記制度。
這樣主治醫生可以通過社保卡查詢到當事人是否辦
理過生前預囑。

在深圳市羅湖區人民醫院老年病分院安寧
療護專區的辦公桌上，一棵“銀杏樹”靜靜立
着，銀杏葉形狀卡紙掛滿枝頭。這是深圳市生
前預囑推廣協會推出的“安寧種樹”項目，在
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場所裏均有擺放，卡紙上
印着的是推廣生前預囑的宣傳資料，上面附着
二維碼，掃描後可詢問更多信息。

告知患者病情有賴醫生與家屬
“銀杏寓意着長壽，但是人生的路總有盡

頭，提醒着我們該如何面對生命的最後一
程。”2022年，老年病分院共有12人簽署了生
前預囑，其中1位就是在醫院老年病科主任王立
與家屬深談下，通過告知患者本人的真實病情
而完成的。

年僅40歲的趙女士是癌症患者，在住進安
寧療護病房時，預期壽命僅剩一個月，王立在

與其家屬溝通時，對方表明不希望患者本人知
道病情，擔心會受到打擊。“我們就召開了一
次家屬懇談會，讓家屬知曉告知病情的意義和
目的，有哪些心願還未完成可以幫患者去完
成，而不是渾渾噩噩的突然間人就沒了。”王
立說。

在王立看來，生前預囑是有前提和基礎
的。對於病人來說，行使自主決定權的前提是
要保障病情知情權。但現實中，隱瞞真實病情
是許多家屬不約而同的選擇，怕患者知道後會
受不了。“病情告知很困難，可老人們真的如
此脆弱嗎？”王立不禁反問。她說，“對患者
告知病情本身就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需要制定
計劃，幫助患者經歷接受病情的哀傷期、對病
情的否認期、憤怒期等各個階段，這樣我們就
逐漸地走入患者的心裏了。最後才是訂立生前
預囑。”

回望這段經歷，王立很慶幸自己為趙女士
作出爭取，讓她在臨終前給兒子留下詳細的人
生規劃，生命最後一程支撐了近兩個月，走的
時候也很安詳。

倡臨終關懷法系統性解決問題
除了患者的知情權問題，王立提出，在

實際操作中，是否應該通過立法，讓醫療機
構可用書面的形式提示患者有生前預囑的選
項。

“我們推動生前預囑簽署、生效等一系列
細節問題，需要醫生、護士、社工三方共同商
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生前
預囑制度，維護患者對病情的知情權和自主
權。”王立說，從長遠看，呼籲制定一部規定
較為詳細的臨終關懷法，系統性地解決包括生
前預囑在內的制度問題。

◆ 深圳市生
前預囑推廣協
會會長李瑛
（右）在向老
年患者介紹生
前預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攝

◆王立（右）和同事與患者交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在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的辦公室裏，香港文匯報記者等候了一個多小時，才見到了匆忙趕到的李瑛會長。“如

今，生前預囑已經入法，接下來就要努力讓它更加深入人心。”李瑛說，在2022年6月23日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醫

療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修訂稿中，關於生前預囑僅有短短幾行字，內容尚不能涵蓋生前預囑在實際中遭遇的所

有現實問題。據悉，為使《條例》真正落地，目前正在推動制定相應的配套細則，規範相關標準和流程，此外還需全社

會的了解和理解。立預囑人期望，自己的預囑文件在任何一家醫院都能被看見，而無須隨身攜帶紙本，以保障自己帶着

尊嚴善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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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明中国

道院凝古色

进入八大山人梅湖景区，踏过一座长满青苔
的清代石板桥，登上小岛。

小岛形似八大山人笔下的游鱼，与梅湖浑然
一体，水陆相生，宛若太极。八大山人纪念馆坐
落在岛上，由青云谱道院旧址、真迹馆和艺术研
究中心三大建筑组成。

走进纪念馆正门，一尊八大山人的铜像映入

眼帘：面容清癯，神情冷逸，双手环抱于胸前，
斜挎斗笠。这是雕塑家唐大禧1986年为纪念八大
山人诞辰360周年创作的。

朱耷，号八大山人、个山等，1626年生于南
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自
幼性情孤介，颖异绝伦。史料记载，朱耷“八岁即
能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
楷”。明亡后，为避战乱，朱耷剃发为僧，后改信
道教，居于青云谱道院。朱耷年近六旬时还俗，
正式使用“八大山人”名号进行创作，艺术日臻
完美，佳作频出。约 1705 年，八大山人离开人
世。

青云谱道院旧址主要展示了八大山人生平有
关资料。此地原为道教“净明派”道场，清代翻
建为“青云圃”道院，清嘉庆年间改名“青云
谱”。现存的青云谱是一座依据道家规范建设、具

有江西民居特色和明清制式特点的古建筑群，占
地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
米，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云谱主体建筑包括关帝殿、吕祖殿、许祖
殿，三殿前后有天井内庭，周围有回廊环绕，左
右设偏殿厢房，形成前后四合院布局。建筑均为
穿斗式和抬梁式混合木结构，门窗饰以雕花格
扇。整座古建筑群由清水墙与园林隔开，只留

“众妙之门”和“斗姥阁”大门内外交通。其中，
吕祖殿东面的黍居小院曾是八大山人休息之所。

青云谱的造景手法简练自然，修塘置亭，顺
势而为，堪称道家园林的典范之作。园内有数百
年的古樟树、苦槠树、罗汉松，春有桃花夏有
荷，秋有桂花冬有梅，一年四季呈现出不同的景
致。在满园古树中，一棵约500年历史的罗汉松
苍郁遒劲，引人注目。

“按照年代推算，八大山人应该见过这棵
树。”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

斯人艺独绝

八大山人纪念馆的馆藏以书画作品为主，共
有 6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中 4件为八大山人的作
品，另外2件是八大山人的好友牛石慧和黄安平
的作品。

在序厅中，可以看到黄安平为八大山人所绘
的肖像《个山小像》。这幅画像形神兼备，体现了
中国线描肖像画的较高水平，为后人认识八大山
人的形体面貌提供了直观依据。画中有 9 段题
跋，其中 6 段是八大山人自题，分别用真、草、
隶、篆四体书写，全面反映了八大山人中年时期
的书法艺术成就，十分珍贵。历史上关于八大山
人的文字记载非常少，《个山小像》中的题跋讲述
了八大山人的身世、经历和信仰，对于研究八大
山人具有重要价值。

其中一段八大山人自己写的题跋，点明了
《个山小像》的创作背景：甲寅年端午节后两天，
八大山人遇到老朋友黄安平，好友为其绘制了这
幅肖像，当时八大山人虚岁 49岁 （即 48周岁）。
结合历史推算，作画的具体时间应为1674年，根

据八大山人当时的年龄，可以推算出他的出生年
份。

真迹馆中展示了八大山人的作品。八大山人
的艺术创作践行了“意境审美”“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书画同源”等中国书画的根本规律与方
法，体现了儒、释、道思想精髓，笔墨运用极为
精妙。他的画作别具一格，往往以经意之笔得不
似之趣，正如齐白石所说“画在似与不似之间”。
就算是对美术知识无甚了解的人，也很容易通过
绘画风格辨认出八大山人的作品。

他所画的动物，无论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
小鹿还是水里的游鱼，都只有寥寥数笔，它们或
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形象别致。最为传神的
是这些动物的眼睛，椭圆形的眼眶中有小小的眼
珠，有时斜睨，有时警觉，有时又像翻着白眼瞪
人。

《双鹰图轴》是八大山人晚年画鹰的代表作。
八大山人擅长画鹰，取法于明代画家林良，而在
用笔之简洁、用墨之洒脱上，更是“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画面上两只苍鹰相互顾盼，枯木顽石间
于其中，造型简练，笔墨圆浑，在高低俯仰之
中，英武之姿跃然纸上。

纪念馆中令人印象最深的画作之一是《墨荷
图轴》。这幅图轴为纸本墨笔，纵178厘米、横92
厘米。不同于寻常画荷花的方式，八大山人采取
从荷花根部向上仰望的视角，绘出长长的茎、高
大的叶和花。荷花尤显清高超拔，与之相比，画
画的人和看画的人似乎都显得渺小。画面大量留
白，言有尽而意无穷。

佳作传后世

“八大山人长于水墨写意，在中国美术史上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历代大师如吴昌硕、齐白
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都对他推崇备
至，心追手摹。”周晓健说。

馆藏一幅《孤松图轴》，画中孤松棉里裹铁、
挺拔苍劲，充分体现了八大山人简约深邃的艺术
风格。画面左下角有近代国画大师吴昌硕的题
跋，言辞间洋溢着对八大山人的欣赏：“八大山人
画，世多赝本，不堪入目。此帧髙古超逸，无溢
笔，无剩笔，方是庐山真面。尝从迟鸿轩借读，
因题其后。乙未仲秋佳日 吴俊卿”。

齐白石有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
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表
达了对青藤 （徐渭）、雪个 （八大山人）、老缶

（吴昌硕）的仰慕。齐白石曾赴南昌游历，追寻八
大山人足迹，临摹八大山人原作。直到晚年，齐
白石的画作还延续八大山人绘画母题，常用题材
还是荷、芭蕉、鱼、鹰等，造型、构图都可找到
八大山人的痕迹。

纪念馆中藏有3幅齐白石画作，其中两幅的
题跋提到了八大山人，《寒鸟图》上写有“予曾游
南昌见雪个画寒鸟”，《葡萄图》 上写有“予

（余）见八大山人题蒲（葡）萄句，云：老馋。亲
口教枇杷，予（余）不得解。”

近年来，八大山人纪念馆陆续推出《“翰墨
传薪 齐聚八大”四馆馆藏书画精品合作交流展》
《“浑无斧凿痕——对话齐白石”北京画院典藏
作品展》《回望传承——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 60
周年故宫典藏特展》等一批精品展览，同时举办
学术研讨会，将学术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出版发
行。

2021年12月，八大山人纪念馆和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天才纵横——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馆藏任伯年作品专题展 （南昌站）》在
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八大山人是促成任伯年艺
术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这次展览力图在历史的
语境中去解读任伯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张子康说。这次展览吸引了数十万观众参观，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精品展览，让更多人有机
会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成果，提高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周晓健说，“此外，我们还创新传播手段，
开设短视频账号，开发文创产品，让人们可以

‘把博物馆带回家’。”
从2018年开始，八大山人纪念馆发力文创，

现已推出文创产品300多种，以简洁精巧的设计
受到大众喜爱。

“这件T恤很有个性，正面有八大山人的画，
背面印字，孩子很喜欢。”游客张女士临走前挑选
了3件文创产品，“把这些带回家，让家里更有文
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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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文脉悠长，青云谱区的名字尤为特别。区内三湖三河交错环
绕，梅湖中一座小岛上，藏着“青云谱”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藏着一座独具特
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这是众多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一
座古代画家专题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成立于1959年，馆内收藏40余幅八大山人的真迹，还藏有
黄慎、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作品。

左图：八大山人绘《双鹰图轴》。右图：八大山人绘《墨荷图轴》。 八大山人纪念馆供图

青云谱道院旧址。 杨颜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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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莫斯科消息：俄羅斯民
族主義者和一些立法者要求對忽視俄羅斯士兵
危險的指揮官進行懲罰，因為烏克蘭在俄烏戰
爭最致命的襲擊之一中殺死了數十名正在營房
睡覺的俄羅斯士兵。

在一次罕見的披露中，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新年前夕，在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東部地區
首府頓涅茨克的孿生城市馬基夫卡（Makiivka
）的一所職業學院的臨時營房發生一場猛烈的
爆炸，造成 63 名俄羅斯士兵喪生。

俄羅斯批評人士稱，這些士兵被安置在該
地點的一個彈藥庫旁邊，俄羅斯國防部稱該地
點被美國製造的海馬斯（HIMARS） 發射器
發射的四枚火箭擊中。

烏克蘭和一些俄羅斯民族主義博主將馬基
夫卡的死亡人數估計為數百人，但親俄官員表
示這些估計被誇大了。

據俄新社(RIA)報道，紀念死者的集會在
俄羅斯的幾個城市舉行，其中包括一些死者來
自薩馬拉（Samara）市，哀悼者在薩馬拉市
中心獻花。

RIA 援引軍隊婦女委員會代表葉卡捷琳娜·
科洛托夫金娜(Yekaterina Kolotovkina)在一次集
會上的講話說：“我已經三天沒睡了，薩馬拉
沒睡。我們一直和我們男人的妻子保持聯繫，
這非常艱難和可怕，但我們不能被打敗。悲傷
團結起來......我們不會原諒，而且，毫無疑問，
勝利將屬於我們。”

在馬基夫卡的襲擊發生之際，俄羅斯正在
對基輔和其它烏克蘭城市發起夜間無人機襲擊
浪潮。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在他的
夜間視頻講話中說，這些襲擊旨在“耗盡我們
的民眾、我們的防空防禦系統和我們的能量”
。

俄羅斯繼續轟炸
烏克蘭官員表示，俄羅斯週一襲擊了烏克

蘭控制的頓涅茨克地區，襲擊了克拉馬托爾斯
克市的雅科夫利夫卡（Yakovlivka）村，並摧毀
了 德魯日基夫卡（Druzhkivka）鎮的一個溜冰
場。

烏克蘭盧甘斯克地區的州長週二表示，烏
克蘭軍隊已向俄羅斯控制的斯瓦托夫（Svatove
） 和克雷明納（Kreminna） 方向穩步推進。

州長謝爾希·海代（Serhiy Haidai）告訴烏
克蘭電視台：“俄羅斯軍隊習慣於在大砲和炮
彈方面擁有完全優勢。現在我們已經達到了均
勢，我們的砲兵射擊更好，擊中了更多的彈藥
庫和營房，而射擊次數卻少得多（精準很）。
”

在其它地方，烏克蘭軍方總參謀部表示，
12 月 31 日對南部赫爾鬆地區俄羅斯控制區的
襲擊造成約 500 名俄羅斯士兵傷亡。

烏克蘭總統府表示，在過去 24 小時內，俄
羅斯的空襲造成 3 人死亡、10 人受傷，其中兩
人在赫爾鬆地區，一人在頓涅茨克地區。

頓涅茨克州州長帕夫洛·基裏連科 (Pavlo
Kyrylenko) 週二上午在其所在地區的最新消息
中說，俄羅斯軍隊連夜襲擊了前線的烏克蘭陣
地。

路透社的鏡頭顯示，一群被稱為“黑色鬱
金香”的烏克蘭志願者在頓涅茨克地區前線附
近挖掘死去的士兵屍體。

37 歲的志願者奧列克西·尤科夫（Oleksii
Iukov ）說：“每當你挖出一個男孩時，當他明
白這就是結束時，你都會經曆他的噩夢和他在
最後一刻經曆的恐懼，這非常非常困難，因為
你明白你要告訴他的家人他們最親密的人走了
。”

俄羅斯軍事博客說，馬基夫卡的破壞程度
是由於將彈藥存放在與軍營相同的建築物中，
盡管指揮官知道它在烏克蘭火箭的射程之內。

伊戈爾·吉爾金（Igor Girkin）是烏克蘭東
部親俄軍隊的前指揮官，現在是最知名的俄羅
斯民族主義軍事博主之一，他說數百人喪生或
受傷。他說，存放在該地點的軍事裝備沒有偽
裝好。

俄羅斯軍事博主 Archangel Spetznaz Z 寫
道：“在馬基夫卡發生的事情太可怕了。”他
在 電報消息應用程序上擁有超過 700,000 名粉

絲。
他說：“誰想出

的主意，把大量人員
安置在一棟樓裏，傻
子都明白，就算用大
砲命中，也會有很多
人傷亡！” 他說，
指揮官們“一點也不
在乎”士兵的死亡。

烏克蘭幾乎從未
公開聲稱對烏克蘭境
內俄羅斯控制領土的
襲擊事件負責，而澤
倫斯基在周一的晚間
講話中也沒有提及馬
基夫卡襲擊事件。

俄羅斯的憤怒延
伸到了立法者

俄羅斯參議院議員、前外交部副部長格裏
戈裏·卡拉辛不僅要求對烏克蘭及其北約支持者
進行報複，還要求進行“嚴格的內部分析”。

俄羅斯上議院議員、前參議院主席謝爾蓋·
米羅諾夫 (Sergei Mironov) 要求對“允許軍事
人員集中在不受保護的建築物”的官員和“所
有沒有提供適當水平 安全”的官員進行懲罰。

2022年下半年戰場失利後，俄羅斯對烏克
蘭城市發動大規模空襲。

烏克蘭週一表示，俄羅斯在第三晚對基輔
和其它城市的平民目標發動的空襲中，已擊落
所有 39 架無人機。

烏克蘭官員表示，他們的成功證明，隨著
基輔加強防空能力，俄羅斯近幾個月來大量發
射導彈和無人機以摧毀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的
策略越來越失敗。

俄羅斯否認在 2 月 24 日針對其南部鄰國發
起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中以平民為目標。

2023年剛開始，俄羅斯導彈和無人機全被
擊落，俄羅斯士兵大量傷亡，俄羅斯在佔領區
節節敗退，又加上美國強化了烏克蘭的防空防
禦系統並提供精準尖端高科技武器，預示著新
的一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失敗，必須從烏克蘭
被佔領土撤軍。

俄羅斯對數十名士兵的死亡感到憤怒 要求懲罰指揮官 對烏克蘭進行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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