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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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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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社 ） 美
國 國 家 氣

象局統計，今天全美出現至少33個龍捲風。救援人員證實，南部
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至少有7人因此喪命。

法新社和美聯社報導，當局表示，明天情況有望明朗，屆時將
能更清楚了解破壞程度並尋找更多受害者。今晚風暴開始減弱後，

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有數以萬計民眾無電可用。
阿拉巴馬州州長艾維（Kay Ivey）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

她 「得知有6名阿拉巴馬民眾在風暴中喪生，感到非常難過」。
喬治亞州巴茨郡（Butts County）驗屍官普魯（Lacey Prue）說

，喬治亞州傑克遜（Jackson）一輛汽車遭到傾倒大樹砸中，造成一
名乘客死亡。

阿拉巴馬州塞麻市（Selma）市長柏金斯（James Perkins）表示

，龍捲風也襲擊了達拉斯郡（Dallas County），吹掀多棟建築物屋
頂，造成 「重大破壞」。他呼籲居民遠離道路，不要靠近斷落的電
線。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統計，今天
全美各地出現至少33個龍捲風，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喬治
亞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都曾發
布龍捲風警告。

龍捲風襲美龍捲風襲美11天逾天逾3030個個 萬人無電可用萬人無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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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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we host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board meeting at ITC. More

than twenty members from the business,
culture, academic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After
a few hours of discussion, we
decided to fully make new plan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coming year.

When we celebrated the ITC
20-year Anniversary Gala, former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Mayor Turner, Congressman
Al Green,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nd 500 guests were in
attendance.

Our Board also made a resolution
to sponsor monthly luncheons, and
the first event will be on January 21.

Next week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many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food booths will be
there on our front lawn. We also plan to
celebrate July 4th, Mexico National Day,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our ethnic culture heritage.

In our plans we also are going to
publish a monthly newsletter and make
plans for trade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Mexico, Vietnam and Africa.

We all are so very excited that ITC will
be fully recovered and we will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

0101//1212//20232023

ITC Will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ITC Will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

2023 年首次之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理事會於元
月十一日中午在中心大樓召開， 來自休斯敦工商
、文化學術、金融地產界二十多人參加。 這是過
去三年疫情發生以來， 首次舉行之理事會 ，経過
多小時之討論後，理事會決定全面陜復未來一年
之計劃和活動。

國際貿易中心於十一月舉行之二十週年慶祝
活動 ，邀請到前交通部長趙小蘭為主要演說人，
並得到市長特納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及五百多位各
界人士熱烈之參與和支持。

理事會做成一年之工作規劃 ，最重要的包括
每月舉辦投資金融、貿易地產等座談會， 同時舉
辦前往世界各地之投資考察團 ，為會員拓展市場
，加強對各族裔傳統文化慶祝活動。 其中即將在
元月二十一日在美南新聞廣場舉辦之迎接兔年之
園游會， 並且規劃七月四日美國國庆大遊行， 龍
舟大賽、 墨西哥國慶及聖誕節新年等節日慶祝活
動。

在推行地產實業投資方面， 我們也正在籌劃
前往墨西哥考察 並安排在墨西哥市拜會有關政府官員，希望促進美
墨各方面之交流。

今天出席的除了亞華裔人士之外，還有墨裔 、非裔等各族裔工
商代表。

我們打開德州和國際交流之空間我們打開德州和國際交流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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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俄烏戰爭中，無人機的部署規模
空前，不僅執行監視與攻擊雙重任務，且各種
款式盡出，從市售小型無人機至飛機造型的較
大型無人機，不一而足，無人機已成為這場戰
爭一大特徵。

法新社報導，無人機用於戰場已有多年，
美國在反恐戰爭期間廣泛使用，無人機也在各
種衝突中扮演要角，其中包括在伊拉克和亞塞
拜 然 納 戈 爾 諾 ． 卡 拉 巴 赫 地 區 （Nago-
rno-Karabakh）的戰鬥。

但俄烏戰爭雙方使用無人機的程度空前，
帶來的效益以及構成的威脅，凸顯出武裝部隊
必須準備在未來衝突中運用並反制無人機的重
要性。

智庫CNA機構（CNA）的俄羅斯研究計
畫（Russia Studies Program）分析師、無人機
專家班迪特（Sam Bendett）表示： 「俄烏戰爭
使用無人機的數量和規模超越先前所有衝突。
」

從俄烏戰爭一開始，無人機就已扮演要角
，烏克蘭軍隊使用土耳其製造的拜拉克塔
（Bayraktar）武裝無人機執行攻擊任務，重挫
俄軍試圖奪取基輔的攻勢。

俄烏雙方均以無人機定位與追蹤敵軍，並
且用於引導火砲攻擊。兩方也以自殺式無人機

發動襲擊。
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卡恩（Lauren Kahn
）表示，俄烏戰爭爆發之際，無人機的許多技
術日益成熟、完備，而且容易到手、便宜，這
可讓人們進行更多使用上的嘗試。

卡恩指出，當無人機的成本遠低於反制武
器，這對守軍構成挑戰，俄軍以伊朗提供的無
人機一次又一次攻擊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就是
例證。

俄烏戰爭成為反制無人機手段的實驗場，
美國已提供各種選項給烏克蘭，從機槍至專用
防空系統等措施。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Pat Ryder）表示
，無人機在戰場上的使用可以發揮創意且具獨
特性，反制無人機則須持續努力。

班迪特指出，俄烏衝突的交戰雙方面對無
人機，電子反制扮演了重要角色。

班迪特還說，俄烏戰爭已展現出，反制無
人機 「系統、技術和訓練，絕對至為重要」。

他提到： 「武裝部隊必須適應。他們必須
調適面對事實，現在任何交戰方以及…未來戰
爭都可能出現我們在俄烏戰爭中看到的各式無
人機。」

俄烏戰事立大功
無人機將成未來戰爭要角

義大利記者揭露 已故澳洲樞機曾寫備忘錄批教宗
(本報訊)義大利記者透露，已故澳洲保守

派樞機主教派爾曾寫匿名備忘錄，譴責天主教
教宗方濟各擔任教宗是 「災難」，政治正確主
導一切，對道德問題默不作聲，支持人權方面
也存在缺失。

義大利新聞工作者馬吉斯特（Sandro Ma-
gister）是保守天主教徒，長期以來都有洩漏梵
蒂岡真實文件的紀錄，他在個人宗教事務部落
格 「七重天」（Settimo Cielo）中披露，寫下
這份備忘錄的人正是派爾（George Pell）。

路透社報導，這份文件去年化名 「老百姓
」（Demos，希臘文）指責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對種種道德問題默不作聲，包括德國
天主教教會對LGBTQ（同性戀、雙性戀、跨
性別及酷兒）社群的開放態度、女性擔任司鐸
和離婚者領受聖體聖事等。

這份備忘錄開頭寫道： 「各學派的釋經員
出於不同理由，都認為現任教宗任期在許多甚
或絕大多數方面來看，都是一場災難。」

備忘錄還說： 「決策和政策往往出於 『政

治正確』，在委內瑞拉、香港、中國大陸以至
於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事情上，支持
人權方面皆存在重大缺失。」

「這些問題應該由下任教宗重新審視。梵
蒂岡的政治威望正陷於低谷。」

馬吉斯特今天告訴路透社，是派爾要他公
布這份備忘錄。

派爾在澳洲曾因性侵男童被定罪而入獄，
後來定罪撤銷，1月10日因心臟衰竭病逝羅馬
一間醫院，享壽81歲。

派爾的私人秘書韓密爾頓（Joseph Hamil-
ton）透過文字訊息表示他仍深陷派爾逝世的
悲痛中，拒絕對馬吉斯特的報導置評。梵蒂岡
發言人布魯尼（Matteo Bruni）亦表示不予置
評。

派爾私下似乎喜愛思想開明的教宗方濟各
，但並不青睞他治理天主教會的方式。派爾遭
控性侵期間，教宗曾私下給予支持，派爾定罪
被撤銷當天，教宗還為所有遭受不公正判刑的
人舉行彌撒。

拜登總統麻煩大了, 因為一批又一批美國
國家機密檔案相在他的私人辦公室和家鄉的住
宅被他的律師”發現”, 這是非常不尋常之事,
其中玄機重重, 拜登從政超過半世紀,堪稱見多
識廣, 也算是老謀深算, 如今卻在展開連任競選
之際被”揭發”出這件事, 不, 不是被”揭發
”, 而是由他自己的律師主動向外界宣佈, 其中
必有蹊蹺, 無論他怎麼解釋, 都難令人信服, 由
他所任命的司法部長加蘭已任命了一名早些年
前由川普所任命的韓裔聯邦檢察官何爾(Robert
Hur)担任特別檢察官來接管調查,由共和黨控制
的眾議院才剛開議,想必磨刀霍霍展開一系列國
會調查, 必將衝擊拜登2024年總統大選選情,”
文件門” 實不容小覷。

根據美國“總統記錄法”(Presidential Re-
cords Act), 任何屬於國家機密的文件檔案,總統
在卸任後都必須歸還給國家檔案局, 任何偷竊
、刪除、銷毀與私藏國家機密文件者都違反法
律,而原本違反此法只屬一般犯罪(crime), 但川
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時,對手希拉蕊因陷”郵電
門”, 所以川普在當選後促成國會修訂此法為
重罪(felony),違反者除入獄罰款外, 也不能再擔
任公職, 而去年8月川普自己卻違反了這個法律
, 他 在 佛 州 棕 櫚 灘 的 豪 宅 ” 海 湖 莊 園 ”
(Mar-a-Lago) 私藏了大量國家機密檔案在遭到
聯邦調查局FBI搜索取走後引發了軒然大波, 目
前仍在偵辦中。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拜登的情況, 拜登在私

藏國家機密檔案公開後表示，他正在與司法部
充分合作，他相信文件是“無意中放錯了地方
”, 這種說法沒人可信, 試想, 如果那些機密檔
案沒有不利於他或他的家人, 怎可能會留置在
他家裡呢? 拜登律師最初陳述是在賓州拜登中
心(Penn Biden Center)一個上鎖的壁櫥裏打包文
件時發現了多達10份機密文件，拜登從2017年
年中到2020年競選開始定期使用這個壁櫥。 之
後拜登位於特拉華州的住宅車庫存儲間裏找到
了一套帶有機密標記的記錄,關鍵問題是，這些
文件最初是如何到達拜登家的? 以及它們是何
時被發現的?

這些文件被發現後，拜登的律師說，他們
向國家檔案館報告了這一發現，並移交了這些
材料。在發現第二批文件的消息公開後，白宮
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司法部“立即得到通知
，律師安排司法部獲得了這些文件”。 拜登說
，他對文件被帶到他以前的辦公室感到“驚訝
”，他不知道“文件裏有什麼”,他還表示，白
宮一直在配合對文件發現的調查,目前尚不清楚
拜登總統如何參與了保存這些文件的工作,白宮
法律顧問辦公室發言人伊恩·薩姆斯稱:“這是
司法部正在審查的一個持續過程，所以我們目
前說話受到限制。”

雖然對拜登的調查還處於早期階段，但這
一事件已經給他和他的司法部造成了一場政治
考驗,美國的司法是否會被政治所操控非常值得
我們觀察和留意!

【李著華觀點 : 失落的文件
拜登私藏國家機密檔案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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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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官方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計劃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遲至 64 歲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公布備受各界關註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方案

計劃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遲至64歲。

法國總理博爾內宣布了相關改革方案的具體細節。她表示，延遲退休

年齡將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從今年9月開始，法定退休年齡將每年延遲3個

月。最終目標是到2030年，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2歲延遲至64歲。

根據官方解讀，從2027年開始，人們需要工作至少43年才能拿到全

額退休金。但20歲之前就工作的人可以提前退休。特定行業的從業者如

警察、消防員等以及殘障人士等也可以提前退休。

博爾內表示，更多的工作將使未來的退休人員獲得更高的養老金。

到2030年，國家的退休系統也將在財務上保持平衡。她表示很清楚改革

退休制度會引發疑慮，官方提供的是能夠保障財務平衡的方案並確保其

公平性。她強調“必須面對現實”。

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的出臺隨即在法國政界引發震動。法國主要兩大

反對派——極左翼政黨“不屈的法蘭西”和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都

表示反對該方案。但與此同時，法國共和黨在方案的評價方面釋放了壹

些初步的積極信號。

多數民眾仍然反對延遲退休年齡。Odoxa民調顯示，五分之四的受

訪者反對將退休年齡延遲至64歲。法國BFM電視臺公布的民調顯示，

多數受訪者贊同維持62歲的退休年齡不變。

法國雇主聯合會10日發表聲明，支持通過改革“挽救退休制度”。而法

國主要工會組織反對退休制度改革方案，並計劃於本月19日舉行罷工。

按計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將於本月23日提交至內閣審議，下月初將

提交議會辯論。

印尼政府承認過去12起
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政府證實，為減少汙染，英格蘭將禁止使

用塑料餐具、盤子、包裝盒等壹次性用品。

據報道，英格蘭每年消耗約11億個壹次性盤子和42.5億件壹次性餐

具，其中只有10%在使用後得到回收。有研究顯示，包括食品容器、餐

具等在內的塑料制品在世界海洋垃圾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衛報》報道稱，去年12月，英國環境大臣特蕾絲· 科菲計劃禁止

壹系列壹次性塑料制品，目前該消息得到了證實。

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DEFRA)

曾就這壹問題進行磋商，最終推出該計劃。

科菲表示，“分解壹個塑料叉子需要200年，也就是說，這樣的垃

圾將在垃圾填埋場或海洋中存在兩個世紀。我決心推動這個行動，正面

解決問題。近年來，我們已采取了重大舉措，但還有更多事需要做。”

科菲還表示，新禁令將阻止數十億塑料產品所產生的汙染影響，為子孫

後代保護自然環境。

英國《獨立報》稱，蘇格蘭和威爾士政府已經取締了許多用於食品

和飲品的壹次性塑料。據《每日郵報》報道，英格蘭計劃中的禁令將涵

蓋餐館、咖啡廳、外賣店使用的壹次性塑料杯子等，但預計不會涵蓋超

市、商店等場所用於打包的塑料制品。因為後者被歸類為“初級包裝”

，政府表示正通過其他計劃解決這壹問題。

英媒報道稱，禁塑令受到了環保人士的歡迎，但也有批評稱進展緩

慢、範圍有限；還有人表示“這就像伸手去拿拖把而不是關掉水龍頭”

，呼籲從源頭解決問題。

匈牙利是清醒的！
該國總統警告北約：不要卷入烏克蘭沖突

綜合報導 匈牙利總統卡塔林· 諾瓦克

警告北約不要卷入烏克蘭沖突，並敦促該

組織遵循實用主義而非情緒化原則。

諾瓦克在與匈牙利的外國大使會面時

說的話稱：“在這個問題上（烏克蘭沖突

），應當務實，但也需要考慮到歐洲的生

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需要置身於戰爭之

外，決不能讓自己屈服於情緒，並因此卷

入沖突之中。”

我們知道，當前美國領導下的北約正

加大對烏克蘭的軍援力度。比如，美國已

決定提供拉德利戰車和斯特瑞克裝甲車；

英國決定向基輔交付10輛挑戰者II坦克；

德國決定今年春天將交給烏克蘭7輛原本

計劃銷毀的“獵豹”式防空坦克；法國也

準備提供裝甲車；荷蘭和美國正在翻新

T-72坦克。

這些援助如果真的得到落實，無疑會

增長沖突升級的風險，甚至北約有卷入直

接沖突的可能性。

自去年 2月 24日，俄烏沖突發生以

來，匈牙利就主張北約要冷靜對待，包

括對俄羅斯的能源進行制裁。盡管匈牙

利最後無力阻止，但它始終

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所以在

對俄羅斯海運原油進行最高

限價的時候，匈牙利就沒有

參與此事。

現在的烏克蘭迫切想加

入北約。就在昨天，烏克蘭

總統弗拉基米爾· 澤連斯基在

利沃夫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北約的支持，以'敞開大門'的

言論形式支持烏克蘭是不夠

的......我們需要向前邁進。決

定將在維爾紐斯（夏季的北

約峰會上）作出，我們等待

著強有力的步驟，比開放的大門更多的

東西。”

澤連斯基的意思很明確，北約要采取

具體步驟接受烏克蘭，而不是停留口頭上

。關於烏克蘭入約的問題，美國認為現在

不是時候，北約秘書長也不支持，難度很

大。但話說回來，即使美國、北約支持該

問題，匈牙利也不會同意。

在上月底，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

，匈牙利總理的顧問巴拉茲∙歐爾班表

示，在俄羅斯與美國達成協議以及管理

東歐國家現狀的條約簽署之前，接納烏

克蘭加入北約將意味著直接的“生命威

脅”。

匈牙利的意思很明確了。北約接納烏

克蘭風險很大，匈牙利會進行最後聽阻止

戰。根據北約的相關原則，匈牙利的阻止

應該是有效的。

北約軍火制造商賺翻！
去年賺了1240億美元，今年或持續盈利

據報道，由於俄烏沖突和西歐在武

器裝備上的重新投入，北約成員國主要

軍火制造商的市值正在飆升。

壹份報告顯示，根據首個可交易的

實時全球股票指數——標準普爾1200指

數，北約成員國主要軍火制造商的市值

在2022年增長了21.5%。該指數采樣企

業的市值占全球股市總市值的七成。

這份報告還披露，這些參與向烏克

蘭提供軍事物資的西方軍火制造商去年

賺取了1240億美元。

軍工股股價飆升
德國軍火制造商成最大贏家
據悉，該報告針對的是北約成員國

中，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25家軍火制造

商，這些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它們的主

要收入都來自於生產銷售軍用武器設備

。去年，因為北約成員國向烏克蘭支援

武器，它們收獲了大批訂單。數據顯示

，這25家軍火制造商的總市值從2021年

12月的5790億美元上漲至2022年12月的

7030億美元。

上述報告的作者稱，德國軍火制造

商萊茵金屬公司是過去12個月中獲利最

多的公司，其股價大漲122%。據了解，

萊茵金屬公司初步估計去年全年銷售額

為64億歐元，同比增長13%，當年利潤

預計增長20%以上，超過7億歐元。該公

司的產品包括大炮、坦克、防空系統、

軍用卡車和彈藥。

此外，2022年，法國無人機和導彈

生產商泰雷茲集團的市值上漲54%；美

國國防承包商諾思羅普· 格魯曼公司的市

值上漲44%；HIMARS火箭炮制造商洛克

希德· 馬丁公司的市值上漲42%。

報告中其它值得壹提的公司還包括

：英國最大的國防公司之壹英國航空航

天系統公司（市值上漲40%）、挪威康

士伯集團公司（市值上漲37%）、通用

動力公司（市值上漲24%）和美國雷神

公司（市值上漲19%）。

今年或持續盈利
軍火生意或繼續火爆
在北約成員國主要軍火制造商股價

飆升的同時，去年全球股票市場十分慘

淡，西方主要市場上市公司的市值總體

下跌了約16%。報告指出，這壹鮮明的

對比說明軍火制造商是2022年歐洲危機

最主要的受益者之壹。

有分析人士稱，這些軍火制造商生

意火爆的情況很可能將在今年繼續上演

。周二，加拿大國防部長安妮塔· 阿南德

宣布，加拿大將從美國購買“先進的地

對空導彈系統”並將之捐給烏克蘭，該

系統由美國雷神公司和挪威康士伯集團

公司共同制造。美國則正著手運送50輛

布拉德利戰車以及匹配的500枚反坦克

導彈和25萬發彈藥前往烏克蘭。

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司此前發布

的最新市場報告顯示，其在俄烏沖突

爆發後總計拿到了價值340億美元的訂

單。該公司在聲明中說：“現有合同

將在未來的許多年裏執行並交易，從

而為我們帶來明顯的長期增長前景。”

有分析人士稱，該公司可能因此獲利數

十億美元。

法國高溫破紀錄影響農業
綜合報導 2023年新年伊始，

法國BFMTV新聞資訊臺報道，

法國正在經歷“暖冬”，巴黎從

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連續20

天氣溫超過10攝氏度，歷史罕

見。而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

法國經歷了創紀錄的高溫天氣。

法國氣象局6日宣布，2022年是

該國自1900年有記錄以來最熱

的壹年，也是最幹旱的年份之壹

，對農業造成嚴重影響。

2022年全年大部分月份的氣

溫都高於以往，年均氣溫達14.5

攝氏度，12月31日出現1947年

以來最“溫暖”的跨年夜。

高溫導致幹旱和缺水，法

國去年降水量比常年平均減少

25%，受旱土地面積達國土面

積的四分之三。法國十幾個省

都執行了“限水令”：優先保

障健康和衛生用水，禁止私人

住宅澆灌草坪和花園、清洗車

輛、外墻和屋頂等。

農業因此受到嚴重影響。法

國國家統計局近期發布的2022

年農業收成估測指出，夏季的極

端炎熱和幹旱嚴重影響

農作物收成。與前壹年

相比，谷物產量下降

10.9%，玉米下降29.2%

，含蛋白質作物產量下

降21.3%，甜菜下降10%

，馬鈴薯下降9.2%。

對法國馬鈴薯種

植者來說，2022 年是

災難性的壹年。法國全國馬鈴

薯生產者聯盟統計，因高溫導

致幹旱，2022年全國馬鈴薯產

量減少近150萬噸，相關損失

達2.5億歐元。

水果的情況略有不同。2022

年法國水果產量明顯回升，全國

葡萄產量增長了32.2%，達到

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是壹

些葡萄園還是受到了夏季高溫和

突降冰雹的嚴重影響。

法國生態學研究機構指出，

2022年全法葡萄采摘時間比40年

前平均提前了18天。高溫和幹旱

也在改變葡萄酒的特性，包括酒

精含量升高和酸度下降。

來自法國博若萊產區的葡

萄種植者戴維· 貝魯容告訴新華

社記者，由於2022年夏天破紀

錄的高溫和日照時間加速了葡

萄的成熟，該地區產區收獲葡

萄的時間大幅提前。他們以往

的收獲時節是9月10日左右，

去年不得不提前到8月23日開

始采摘葡萄，非常匆忙。好在

產量還令他滿意。

法國農業氣候學家塞爾日·

紮卡在社交媒體上指出，反常的

氣候變暖擾亂了農業生產的正常

周期。“氣候周期的變化影響了

生物生長周期，並削弱整個生態

系統。農業越來越無法承受氣候

變暖帶來的影響。”

法國去年炎熱的夏季是宏觀

氣候變化造成影響的壹個縮影。

法國氣象局分析指出，2022年的

反常高溫是“氣候變化的征兆”

，反映出近期人類活動導致全球

變暖。與1900年有記錄以來的

數據相比，法國氣溫已上升1.7

攝氏度，而且 2023 年年初的

“暖冬”仍在繼續。

法國氣候學家、國家科學研

究中心主任克裏斯托夫· 卡蘇警

告說，如果溫室氣體排放量繼續

保持不變，法國升溫幅度可能在

2100年達3.8攝氏度，這將帶來

更加極端的高溫、幹旱和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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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白宮歡迎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來訪，表示美國仍堅定承諾與日本間的盟友關係，並稱讚
日本國防支出 「歷史性增長」。

路透社報導，美國是岸田文雄這次七大工業國集團（G7）
訪問行程的最後一站，在日本對來自中國、北韓和俄羅斯的區
域安全威脅憂慮加深下，希望鞏固長期盟友關係。

在橢圓形辦公室（Oval Office）的會談中，拜登稱這是美
日聯盟的 「非凡時刻」，表示兩國關係從未如此緊密。

拜登指出： 「首先我要明確表示，美國完全、徹底、完整
地承諾兩國聯盟關係。」他也對岸田文雄強力領導下的科技和
經濟密切合作表達感謝之意。

岸田文雄也對美國致力區域安全感謝拜登。他表示： 「日

美目前面臨近期史上最具挑戰和複雜的安全環境。」他說，日
本制定了上個月發布的新防禦戰略， 「以確保區域和平與繁榮
」。

美日經過近2年磋商，兩國外交和國防部長11日進行會談
並宣布強化安全合作，美國官員讚許東京的軍事擴張計畫。

（綜合報導）根據今天刊登的一項研究，儘管埃克森美孚
公司（ExxonMobil）自家科學家早在1970年代晚期就曾準確預
測化石燃料助長全球暖化，這家美國石油巨擘仍公開淡化氣候
變遷影響。

法新社報導，這項研究刊登在期刊 「科學」（Science），
共同作者蘇普倫（Geoffrey Supran）表示： 「他們以驚人的準
確性和技術模擬預測全球暖化，偏偏公司接下來數十年都在否
認這精確的氣候科學。」

埃克森美孚公司1999年由埃克森（Exxon）和美孚（Mobil
）合併組成，多年來被控早在數十年前就知道全球暖化的威脅
。

新聞媒體 「氣候內幕新聞」（Inside Climate News）與 「洛
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2015年率先揭露，埃克森美
孚長久以來都知道氣候變遷是真的，而且是人類活動造成。

這家公司在美
國是多起訴訟的目
標，有些官司正在
進行，環保人士發起名為 「埃克森早知道」（Exxon Knew）的
運動，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都曾針對這頭石油巨獸舉行聽證會
。

蘇普倫談到他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做的研究
時說： 「我將此視為 『埃克森早知道2.0』。」

他告訴法新社，這項研究首度將埃克森美孚自家科學家的
研究結果，拿來和其他氣候研究人員當時所知及後來發生的情
況相比對。

蘇普倫說： 「他們數十年前並非只是隱約知道全球暖化相
關情況。他們知道的和獨立、學術及政府科學家一樣多，可以
這樣說，他們當時所知的一切足以開始採取行動並警告公眾。

」
蘇普倫目前在邁阿密大學任教，他說，他和來自哈佛與德

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中心（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
pact Research）的研究共同作者分析了埃克森美孚先前從未經
細閱的非公開圖表和表格。

他說： 「我們已從對他們所知內容的定性理解，轉變為定
量統計上的精確理解。我們的分析確定了埃克森美孚所知道的
情況，而且真的給出數字。」

研究人員分析埃克森美孚科學家在1977年到2002年製作
的32份內部文件，以及他們撰寫或合著的72份經同儕審查的
科學刊文。

（綜合報導）蘋果公
司申報的監管文件顯示，
執行長庫克（Tim Cook）
2023年會計年度的薪酬方
案預計將比去年縮減，其
中更多取決於這家 iPhone
製造商的股價相較於同業
的表現如何。

路透社報導，蘋果公
司（Apple Inc）在申報的
證券文件中表示，在截至
去年 9 月的 2022 年會計年
度，庫克的報酬為9940萬

美元（約新台幣30億4810
萬元），略高於他前一年
獲得的酬勞9870萬美元。

2023 年，庫克的薪資
目標訂為4900萬美元，比
2022 年 的 酬 勞 減 少 超 過
40%。在去年的年度會議
上，由於只有 64%的股東
批准庫克的薪酬方案，比
前一年的 94.9%少了許多
，因此蘋果做了這些調整
，其中最大的改變是庫克
獲得的股票獎勵。

2022 年會計年度，蘋
果提供庫克7500萬美元的
股票獎勵，其中一半是根
據蘋果的股價表現。2023
年會計年度，庫克的股票
獎勵目標降低至4000萬美
元，其中有3000萬美元是
取決於股價表現。

如果蘋果股價達到績
效門檻，3000萬美元的績
效獎勵可能倍增到至少
6000萬美元。

庫克2023年減薪逾40%
總薪酬降至4900萬美元

視訊美中貿委會會長艾倫
陸商務部部長：中美擁有廣泛合作空間

FAA將全美停飛歸因為程序錯誤 航班現已恢復正常

（綜合報導）據中國商務
部官網消息，2023 年 1 月 12 日
，王文濤部長視訊會見美中貿
委會會長艾倫。雙方就中美經
貿關係、中國擴大開放等議題
交換了意見。王文濤表示，中
美雙方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合
作空間，中方願常態化聽取包
括美資在內的外資企業意見，
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的營商環境。

王文濤表示，去年 11 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
里島與拜登總統舉行會晤，為
雙邊經貿關係確定基調、指明
方向。中國商務部願與美方相
關部門一道共同落實兩國元首
峇里島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
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

作共贏的原則，求同存異，進
行理性、務實、專業的溝通，
推動合作，為雙邊關係注入積
極動力。

王文濤指出，中美雙方擁
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
中美經貿合作有利於兩國人民
福祉，對全球經濟增長有著舉
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政府以
「戰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對華採取一系列貿易投資限制
措施和保護主義做法，損害了
兩國企業和民眾的利益。希望
美方正確看待中國發展給美國
、給世界帶來的機遇，按照兩
國元首指明的方向，推動中美
經貿關係早日重回正軌。

王文濤表示，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

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開放，以
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14 億多人口的中
國實現現代化，對包括美國企
業在內的全球企業意味著巨大
機遇。中方願常態化聽取包括
美資在內的外資企業意見，不
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
化的營商環境。

艾倫表示，美中元首峇里
島會晤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兩
國元首進行了坦誠、深入、建
設性溝通，令美工商界倍感振
奮。希望雙方從一些具體問題
入手，加強溝通合作，增強互
信。美中貿委會長期以來致力
於推動兩國工商界交流，願繼
續支持兩國企業開展合作，為
雙方務實合作創造良好環境。

拜登讚許日本國防改革拜登讚許日本國防改革
堅定承諾美日盟友關係堅定承諾美日盟友關係

研究：埃克森美孚科學家神預測暖化 高層卻否認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今天指出，因數
據檔案相關的程序錯誤引起電腦當機，導致全國航班停飛，超
過1萬1000多架次航班受到影響，目前飛航作業已恢復正常。

路透社報導，FAA表示，初步分析 「判定是數據檔案被未
遵守程序的操作人員損壞，目前系統運作正常」，但未回答更
多有關具體狀況的問題。

美國昨天有超過1萬1300架次航班延後或取消，這是美國

約20年來首次全美國內航線停飛。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FlightAware，截至美東時間（EST）12

日晚間7時，有5109架次航班延誤、163架次航班取消。FAA
表示，今天航班取消的比率不到1%。

達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美國航空集團（American Airlines Group Inc）和西
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 Co）今天都通報作業正常。

FAA電腦當機導致機場無法更新安全通知，這些安全通知
對機師提出潛在危險警告，像是跑道封閉、設備故障和施工等
，讓航班起降暫停。

FAA稍早將這個問題，歸咎於系統中的數據庫檔案損壞，
這套名為空中任務通知（Notice to Air Missions，NOTAM）的
系統提供機師安全通知。

FAA表示，未發現遭到網路攻擊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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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AA88亞洲時局
星期六       2023年1月14日       Saturday, January 14, 2023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日
媒
：
印
度
空
軍
戰
機
首
次
抵
達
日
本

將
舉
行
聯
合
訓
練

綜合報導 印度空軍4架蘇-30MKI戰機

抵達日本茨城縣的百裏空軍基地，它們將

參加與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聯合訓練。這是

印軍戰機首次抵達日本。

據報道，印度空軍4架蘇-30MKI戰機

當日抵達日本茨城縣的百裏空軍基地。

日印雙方計劃在1月16日至26日期間

以百裏空軍基地為駐點，實施兩國間的首

次戰機聯合訓練。雙方的部隊指揮官舉行

了記者會，表明將強化防衛合作。日本航

空自衛隊將派出百裏基地的4架F-2和石川

縣小松基地的4架F-15飛機參與訓練。印

度空軍派出大約150名人員到達日本，另

有2架C-17運輸機和1架空中加油機進行

支援。

根據日媒報道，抵達日本的蘇-30MKI

來自印度空軍西部司令部下屬的第220中

隊，C-17和伊爾-78則分別來自西部司令部

81中隊和中央司令部78中隊，其中第220

中隊裝備蘇-30MKI戰機超過10年。印度空

軍官方社交平臺上的貼文顯示，由以上這

些飛機組成的特遣隊1月8日從印度啟程，

中途經停泰國、菲律賓，之後抵達日本，

日印雙方人員分別參加了歡迎儀式，日本

航空自衛隊第7航空團司令石村尚久與印

度空軍特遣隊指揮官羅西特· 卡皮爾上校進

行了會談。

兩國曾在2019年11月通過外長防長磋

商（2+2）決定實施戰機聯合訓練，但因新

冠肺炎疫情暴發而延後。

韓媒：“中國遊客不來，韓國商家認栽”
首爾壹大型奧萊宣布停業

綜合報導 “中國遊客不來，韓國商

家認栽。”《韓國經濟》11日以此為題

報道稱，位於首爾市區的大型奧特萊斯

商場“W購物中心”將於今年9月關門

停業。該商場近兩年受疫情影響，失去

了作為“消費主力”的中國遊客，導致

經營不善，難以為繼，最終宣布倒閉。

據報道，本月11日，“W購物中心”

方面表示，商場將於今年9月結束營業

，此前已於去年5月向房地產開發商簽

訂出售地皮合同，出售價格達1600億韓

元。《韓國經濟》介紹稱，“W購物中

心”是位於首爾加山洞“奧萊集散地”

羅德奧街的代表性奧特萊斯商場，商場

占地3.3萬平方米，賣場內部為地上10

層，地下4層，營業至今已有27年歷史

。但近幾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商場銷售

業績嚴重下滑，經營狀況日益堪憂，其

中主要原因是失去來自中國的消費者。

報道稱，在經濟不景氣、消費停滯

的大環境下，奧特萊斯商場通常是韓國

流通業界實現持續增長的重要渠道。但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來，韓

國奧萊的銷售業績也開始逐年下滑。

“W購物中心”位於首爾加山洞壹帶，

2020年以前，中國團體觀光客的住所常

被安排在這壹區域，同時還有很多中國

“自由行”遊客和“代購”前來消費。

據統計，此前中國遊客的消費在該地區

奧萊商場銷售份額中占比高達 30%至

40%。但疫情蔓延後，中國消費者的身

影不見了，加山洞地區的奧特萊斯商場

開始亂了陣腳。

壹名業內人士告訴《韓國經濟》，

“疫情以前，無論平日還是周末，總有很

多中國遊客提著大包小包，甚至是拉著拉

桿箱前來購物，但近幾年這樣的情況很難再

看到”，“以前商場的VIP顧客中，有很大

壹部分是中國‘代購’，但現在他們在整體

銷售份額中的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據此前報道，本月2日，韓國政府暫

停發放自中國赴韓短期簽證，並且暫停了

從中國起飛的航班增班計劃，同時要求來

自中國內地的航班只能從仁川機場入境，

並針對中國旅客采取歧視性入境限制。10

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布通知稱，已暫

停簽發韓國公民赴華的部分短期簽證，

“上述措施將視韓國對華歧視性入境限

制措施取消情況再作調整”。

隨著目前中韓兩國相互對對方國家

公民暫停簽發短期簽證，韓國旅遊業復

蘇被再次按下暫停鍵，預計各相關行業

的企業經營活動將因此受到影響。對此

，韓國國內的各大旅行社、航空公司、

免稅店零售業和化妝品公司等都對目前

的情況感到憂心忡忡。韓國旅遊業界普

遍認為，若目前情況長期化，恐將影響

相關行業的發展，企業和個人能做的部

分十分有限，對此感到束手無策，希望

韓國政府部門盡快出面解決。

韓將發布梨泰院踩踏事故調查結果
結束70余天調查工作

綜合報導 韓國警察廳

特別調查本部表示，將於

13日發布梨泰院踩踏事故

的調查結果，結束長達數

月的調查工作。

特別調查本部於2022

年 11月 1日成立，對梨泰

院踩踏事件的調查工作歷

時74天。

報道稱，特別調查本

部已將前龍山警察廳廳長

李林宰、龍山區廳廳長樸

熙英等10名涉事官員移交

檢方，並計劃移交涉嫌失

職致人傷亡的龍山消防署

署長崔成範(音)、首爾警察

廳廳長金光浩等官員。

報道指出，特別調查

本部暫認定難以向行政安

全部和首爾市政府等上級

機構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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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購票途徑及
12306購票流程圖

購票途徑
1.國鐵官方12306網頁或其手機應用程式

2.車站票務櫃位及售票機

3.指定代理

12306購票流程
網址：

https://www.12306.cn/index/index.html

1.註冊賬戶（以回鄉證登記，需輸入簡體
字姓名）

2.建立乘車人名單（需提供有短訊功能的
內地或港澳台手機號碼）

3.人證核驗

4.選擇車次

5.選擇座位

6.付款（包括VISA、萬事達、銀聯，或
內地指定付款方式）

資料來源：高鐵
整理資料：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李吉欣

高鐵乘車流程

◆過關前出示內
地電子健康申
報；完成所有程
序，再以證件過
關乘車

1 2 3 4

A.將身份證明
文件放置在
掃描區域，
證件有相的
一面向上

B.將臉正面看向攝像頭

C.綠燈亮起後取走證件通過驗證閘機

*持第二代回鄉證、內地居民身份證、台胞證
和電子護照的旅客可直接使用自助閘機

B1
層
票
務
大
堂

B1
層
票
務
大
堂

直接用購票時
所用的身份證文件
一次過進行實名驗
證及檢票手續

B3
層
離
港
大
堂

B4
層
月
台

◆若忘記座位編號也無需
擔心，在車站或代理購票
時獲發的“行程信息提
示”有車票資料

◆12306註冊用戶亦可以
在賬戶內查看車票資料

溫
馨
提
示

實名驗證及檢票二合一

使用自助閘機

◆需提供48小時核酸陰性結果證明，以及填寫內地
電子健康申報

◆一般需時約30分鐘完成乘車手續，需檢查核酸檢
測結果和內地電子健康申報，建議預留額外時間

◆乘搭高鐵出入境無須預約過關
◆乘搭高鐵需全程佩戴口罩
◆請勿攜帶消毒液（包括酒精搓手液），可改帶

消毒濕紙巾

使用職員輔助櫃位

檢查行李
（在此一併檢查核酸檢測結果）

海關、出入境
及檢疫

登車

高鐵首日售票 龍尾延至柯士甸站口

北行日限5000 電子票植入回鄉卡

港鐵12日下午2時開放西九高鐵站售
票，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中午12時許

已有逾200人在站外“打蛇餅”輪候，至下
午2時人龍更延伸至柯士甸港鐵站口附近，
其間有不少職員解答市民的疑惑。港鐵12
日額外加派約100名職員於西九站內協助乘
客及實施人流管理。

站內購票分為自助購票機購票和人工窗
口購票兩種方式，約有六七部自助購票機，每
部購票機都安排了工作人員協助旅客購票。

自助購票機及人工窗口均提供多種付款
方式，香港市民需以回鄉證購票，內地市民
則用內地身份證購票，自助購票機不能用港
澳通行證購票。旅客亦可持家人及朋友的回
鄉證正本代為購票。

“龍頭”苦候6小時
家住沙田的鄺小姐於早上8時許便趕至

高鐵站外排隊，成為“龍頭”，“排頭位好
開心，落馬洲預約不方便，家人可能會分散
到不同一日過關，車票我可以全部人一齊
買。”她指雖然要等到下午2時才能進站購
票，仍覺值得，最終成功為自己及家人購買
到1月18日往深圳的車票，並指流程順利。

專程請假到場購票的施小姐表示：“約

20分鐘便順利購得廣州的來回票，非常興
奮！車票電子化真的方便很多，拍一下證件
就可以入閘，速度更快！”

但亦有市民批評購票安排太模糊，電子化
服務亦加重長者負擔。李女士直言：“安排好
混亂，又不說明那5,000張票分配至網上系統
或現場發售的比例，抑或不分開的，如果排到
我已被人網上買光了怎麼辦？”她說，電子化
服務只讓年輕人受惠，卻沒考慮長者的感受，
“就算現場有工作人員講解我也聽不明白。”

在自動售票機隊伍中苦等逾1小時的陳先
生則對每日車票數量安排不滿：“北上南下各
5,000張非常不合理，應該分配給北上的票多
一些，因為其需求明顯多於南下，現在快過年
了，好多港人想回家鄉團年。”

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及港
鐵代表12日上午分別舉行記者會，交代高
鐵復運安排。林世雄表示，復運初期每日南
北行車票各上限5,000張，無須預約過關配
額，只要成功購票即可乘車北上，會視乎實
際客運需求和西九站的運作增加車票。

長途列車復運方面，他指亦要視實際運
作情況，“現時沒有具體時間表，但會與內
地有關單位加緊聯繫，根據復運情況和旅客
需要陸續恢復高鐵長途列車服務。”他又

說，增設廣州東站讓不少香港市民受惠，
“廣州東是繁榮的商業區，很多人的目的地
都在該處附近。”

港鐵香港客運服務總監楊美珍表示，高
鐵時隔3年復運，票務電子化是一大亮點，
“引入電子車票後，整個乘車流程更加簡
單，短短幾秒便可驗票通過。”

她指出，復運初期每日開38.5對車，其
中北行39班，南行38班，相信每天1萬張
票足夠應付乘客需求。

她表示，首階段僅恢復短途服務，旅客
如要去列表以外的其他站點，可在深圳及廣
州換乘。由於新增設的廣州東站是市民去廣
州市區的一個方便選擇，故短期內無計劃恢
復仍然停運的城際直通車。

註冊12306需收驗證碼
港鐵署理營運主管（高速鐵路）許振聲

指出，市民購票必須實名，僅憑證件便可入
閘上車。註冊12306賬戶時，必須提供一個
可以接收驗證號碼短信的手機號，否則不能
成功註冊。港鐵總經理（市務及客戶體驗）
梁靜雯提醒市民搭乘高鐵時全程佩戴口罩，
並切勿攜帶含有酒精的洗手液，因不能通過
安檢。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15日復運，首階段最遠可直達廣州東，每日

提供39班北行及38班南行的列車服務，南北行車票每日各5,000張，所

有車票均為電子票。高鐵車票12日中午12時起透過國鐵12306售票網發

售；港鐵則於12日下午2時起開放西九站予市民現場購票，售票前西九

站外排隊購票的“龍尾”延伸至柯士甸站口附近。有成功購票的市民大讚

“效率高、電子票更方便”；亦有仍在苦等的市民批評安排混亂，以及電

子化服務沒顧及長者。截至晚上10時，首日共售賣逾3,000張復運首日北

行的車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 售票廳內的售票廳內的““長蛇陣長蛇陣””等候進入等候進入““購購
票方陣票方陣”。”。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香港高鐵車票香港高鐵車票1212日下午開售日下午開售。。市民潮水式進市民潮水式進
入售票廳輪候買票入售票廳輪候買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12306註冊 港手機收不到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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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乘客若使用“12306
網站”購票，要先在該網站註

冊。不少巿民未能在香港註冊，結果只能到西九
龍站排隊。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登入該網站實
測，但使用香港手機號碼和Gmail電郵，均收不到
驗證碼和驗證電郵，未能註冊。另方面，西九龍
站有自助售票機供巿民購票，但界面未有一次過
顯示所有日子和時段有否剩餘車票，使用者要登
入不同時段查看，結果有巿民花20多分鐘也未能
完成購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嘗試上網註冊賬戶，在填
寫個人資料時，手機號碼一欄可選擇“中國香港”
號碼，又填寫了Gmail電郵地址，在提交後網頁顯
示已完成註冊，但顯示會在24小時內核驗身份信
息，並非像內地手機用戶一樣數秒就收到驗證碼。

網站提示若填寫電郵地址，可登錄郵箱進行激

活。不過，記者按下“馬上登錄”連結後，網站即
顯示身份核驗狀態為“未通過”，無法在網上購
票。記者又以手機“Play商店”下載12306程式，
卻發現未能找到官方程式，反映使用Google系統的
手機和電郵均難上網購票。有巿民表示，使用Hot-
mail電郵也同樣收不到驗證電郵。

即使將個人資料交內地親友以當地手機號碼和
電郵代為註冊，由於仍要自拍進行人臉識別，故在
香港無法完成身份核驗程序。

轉車要排隊兩次
記者12日在西九龍站採訪，不少巿民均表示曾

嘗試使用“12306網站”購票，惟未能成功註冊才
改為到車站排隊。有成功在內地用手機註冊賬戶的
巿民對記者表示，在網上註冊賬戶、填寫個人資料
後，手機在數秒內就收到驗證碼；然後要完成“人

證核驗”程序，即以手機自拍進行人臉驗證才完成
審核；若未以手機作人臉驗證，亦可到車站驗證。
不過，西九龍站沒有人臉驗證的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在西九龍站所見，售票處
排了長長人龍。西九高鐵站人工售票窗口分為“跨
境車票售票處”及“境內車票售票處”，前者是購
買從香港到內地指定站點的短途車票，後者則是購
買內地站點之間的車票。市民若想從香港到內地指
定站點以外的站，需要分兩次排隊，十分不便。

售票機界面有點笨
有巿民改為排隊使用車站內6台自助售票機，

但同樣要花上1小時。自助售票機僅能購買短途車
票，其界面極繁複，要先選擇到達的車站，再選擇
出發日期，然後顯示當天不同車次，選擇車次後再
揀選車票種類，最後才顯示是否有車票。該巿民每
次按多項選擇，均顯示有關班次車票售罄，結果花
逾20分鐘也未能完成購票，最終只得放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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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一號坑甬道曾被挖過
陝西重要考古發現為項羽破壞秦陵添佐證 陶俑製法研究獲新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當
時大臣家碑誌，非其（柳公權）筆，人以子孫為不
孝。”唐代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書法名揚天下，《新
唐書》中用這樣一句話來描述當時人們對柳公權書
法的喜愛和推崇。香港文匯報記者1月12日從陝西
省考古研究院獲悉，該院在對西安市長安區3座唐
墓的清理發掘中，發現一方由柳公權撰文並書寫的
墓誌，這也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
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誌。

柳公權出生於唐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
唐代京兆華原（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人。據史
書記載，柳公權29歲時狀元及第，共歷仕七朝，官
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柳公權的書法吸取了顏
真卿、歐陽詢之長，自創“柳體”，以骨力勁健見
長，與顏真卿稱“顏柳”，後世有“顏筋柳骨”的
美譽。柳公權同時也是楷書書體的總結者和創新

家，他還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夢頫並稱“楷書四
大家”。

71歲高齡為堂妹夫撰書墓誌
“該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出土了塔

式罐蓋、陶半身俑、陶狗等文物。”據陝西省考古
研究院陳徐瑋介紹，現場發掘中，一方墓誌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該墓誌長76.7厘米、寬77.1厘米、厚
14.5厘米，四周線刻十二生肖，獸首人身，每面三
個，墓誌正面陰刻正書42行，滿行45字，共1,769
字。而清理掉泥土，“柳公權撰並書”幾個字赫然
入目。

根據墓誌內容顯示，墓主為唐通議大夫守左
散騎常侍嚴公貺，其父為唐中期名臣嚴震。“柳公
權為何要給嚴公貺撰書墓誌，或許要和嚴公貺的妻
子河東柳氏有關。”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實習員

陳徐瑋表示，河東柳氏是柳公權“從父女弟”，也
就是他的堂妹。嚴公貺逝世後，長子嚴脩穆請其舅
柳公權為嚴公貺撰書墓誌銘，而此時柳公權已71
歲。

據了解，目前已知的柳公權所撰寫墓誌墓主
有皇室成員、高官、宦官、僧人、親屬。其中柳
公權撰文者六方，為《柳愔愔墓誌》《柳尊師墓
誌》《韓復墓誌》《內常侍康約言碑》《百丈山
法正禪師碑》《李景度碑》。撰並書者三方，為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庭掖局令劉榮燦碑》
《濮陽大長公主碑》。近年又見柳公權撰韓休曾
孫韓孚墓誌。

本次發現的嚴公貺墓誌，不僅補充了缺載的嚴
公貺生卒年份、仕宦經歷等信息，完善了馮翊嚴氏
家族譜系及其與河東柳氏的姻親關係，也為研究柳
公權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陝西發現柳公權晚年撰書墓誌

◆柳公權撰書墓誌局部。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兵馬俑一號坑甬道

曾被人挖開過，並從甬道進入到了俑坑。”2022年度陝西重要考

古發現新聞發布會1月12日在西安舉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員申茂盛

在會上介紹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成果時表示，這些甬道跡象，可以說

是為項羽破壞秦始皇陵園和兵馬俑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據悉，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的秦始皇帝陵，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結構最複

雜、埋藏最豐富的帝王陵寢。經過40多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目前在陵區

已出土包括陶俑、陶馬、銅車馬、石鎧甲，以及青銅水禽和兵器等在內的

珍貴文物5萬餘件。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初即
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

詣七十餘萬人……”秦始皇帝陵修建歷經40
年，用工70餘萬。在陵區近20平方公里的區
域內，分布有封土、內外城垣、三出門闕、地
上宮殿建築、地宮、陪葬坑、陪葬墓等。1978
年至1987年，兵馬俑一號坑先後進行了兩次
發掘，但僅僅只發掘了東段的局部，完成面積
2千平方米。為了進一步掌握中部和西部陶俑
的排列、兵器配備、戰車設置等情況，從2009
年至2022年，考古工作者對一號坑進行了第
三次發掘，發掘面積約430平方米，包括四個
過洞和三個隔牆，以及俑坑的北邊壁等。

疑似破壞俑坑者參與過俑坑修建
“從俑坑的隔牆、地基、坑底，以及木結

構等來看，兵馬俑坑修築的年代要早於其他的
陪葬坑。”據申茂盛介紹，兵馬俑一號坑的甬
道較窄，寬僅為90厘米至100厘米左右，為走
人的道路，不能走車。特別引人關注的是，甬
道曾被人挖開過。申茂盛推測，有人挖開了甬
道並利用甬道進入俑坑，而能夠利用甬道進入
俑坑進行破壞的人，一定是參與了俑坑修建的
人。

根據史籍記載，公元前206年，項羽進入
秦都咸陽後，大肆擄掠縱火，咸陽宮和阿房宮
遭焚毀。近年來，隨着兵馬俑發掘工作的不斷
推進和越來越多新證據的出土，很多專家亦認
定，破壞秦始皇帝陵和兵馬俑陪葬坑的人也是
項羽。“聯想投降項羽的秦兵，這些人在接受
了項羽的指令來破壞的話，一定是輕車熟
路。”申茂盛認為，甬道跡象可為項羽破壞秦
始皇陵園和兵馬俑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
佐證。

陶俑雙臂單獨製作 再黏接軀幹
據了解，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共清理

陶俑220餘件、陶馬16匹、戰車4乘，再加上
漆盾、車馬器、兵器、生產工具等，共計近千
餘件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僅初步釐清了軍陣的
排列規律，還在陶俑製法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突

破：即陶俑的雙臂單獨製作，然後待陶俑軀幹
細部雕飾及鎧甲完成後，再黏接雙臂。此外，
在此次發掘中，還出土了3件手勢怪異的陶
俑。

手勢怪異陶俑可能為持旗俑
截至目前，已發現的三個兵馬俑陪葬坑成

品字形排列。其中一號坑呈長方形，面積1.4
萬平方米，是以戰車、步兵構成的長方形軍陣
坑道式建築，坑內排列着大約6,000件兵馬
俑。二號坑平面則呈曲尺形，面積6,000平方
米，是包含弩兵、車兵、步兵及騎兵的諸兵種
混合軍陣。三號坑的規模較小，東西長17.6
米，南北寬21.4米，由南、北廂房和中間車房
三部分構成，推測應為“軍幕”。

“這些手勢怪異的陶俑，手向外翻，和其
他陶俑手勢有明顯區別。”申茂盛表示，開始
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是秦代工匠的失誤，但通
過認真觀察和研究，發現當初可能就是這樣的
造型。根據手勢和站立姿勢及隊列分析，申茂
盛推測這些手勢怪異的陶俑，可能是持旗俑。

籠箙遺蹟清晰完整內藏箭鏃
作為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中的一大亮

點，一批完整的車屬遺蹟和籠箙的出土，也讓
大秦戰車又增添了一個功能。本次發掘共清理
4乘木車，雖然木車被火焚燒前均有較大程度
的紊亂，很多部件已經脫離原位，但讓人驚喜
的是，3處籠箙遺蹟卻清晰完整。據悉，籠箙
是秦代戰車上的無蓋兵器箱，用來放箭頭等兵
器。第三次發掘發現的籠箙為一種長方形的竹
木夾紵胎漆容器，經過對籠箙2底層清理，發
現數量眾多，擺放最整齊的箭鏃等遺物遺蹟。
申茂盛指出，秦代木車，除了乘人和衝陣，還
兼具運輸的功能。

對於一號坑第三次發掘的考古發現與收
穫，申茂盛同時表示，第三次發掘工作為秦俑
和秦史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寶貴材料，在某
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一號坑的發掘
工作仍在進行中，許多問題仍然若明若暗，還
需要繼續深入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這
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中國古代最早的五橋並列
遺址，是明清都城中軸線上設置五橋的濫觴。”在
1月12日召開的2022年度陝西重要考古發現新聞發
布會上，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張全
民介紹隋唐長安城最新考古成果時透露，為配合小
雁塔歷史文化片區綜合改造項目，該院在橫穿隋唐
朱雀大街的東西水渠上發現5座東西並列的磚砌橋
基。

體現都城禮制最高等級
張全民表示，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位於皇城

朱雀門外1,200多米外，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
應，體現了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對於隋唐長安城
形制布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
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據介紹，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
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的
中軸線。截至目前，本次發掘已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
大街、外郭城第七橫街、橫穿朱雀大街水渠及渠上5
座橋樑基址，以及安仁坊西北牆角、角門及其外側水

渠上的磚砌涵洞遺址，出土各類文物350餘件，包括
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
建築構件等。

橋基南北走向等距排列
“橫穿朱雀大街東西水渠上的5座東西並列的磚

砌橋基，皆為南北走向，等距離排列。”張全民指
出，這些橋基下的渠岸兩側疊澀砌磚，磚基與渠岸
之間開挖有生土槽，其下鋪設石礎，上原安置木
柱，建有木橋，居中橋基最寬。據考古實測，中橋
恰好位於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
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這既是對稱，同時
也是隋唐長安城的禮制。”

據《長安志》等文獻記載，隋唐長安城朱雀大
街的寬度，廣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據20世紀五
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資料，朱雀大街的寬度達150至
155米。本次發掘，亦對朱雀大街進行了重新測量，
考古工作者經過對中橋位置及與朱雀大街東側水溝
邊界的測量，結合近年社科院考古所唐城隊在明德
門附近的考古發掘成果，最終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
寬度大致為130米左右（不含路溝）。

中國最早五橋並列遺址在西安出土

◆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成果，為項羽破壞秦始皇陵園和兵馬俑坑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證。圖為發掘現
場，陶俑多破碎。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出土手勢怪異陶俑。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出土的弓弩。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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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Mattioli 眼科專家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在醫生Mattioli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激光近視手
術！全程無痛感，視力達到完美的2020！

第九篇：眾裡尋她

因為你
這裡的一花一草
每一條長椅
每一處亭台
都有了特別的意義
我愛這時光裡斑駁的白橋
還有橋畔升騰起來的月亮
愛那片搖曳的婆娑樹影
暗香浮動的紫薇
還有樹影下
更美好的你

我們仰望同一片星空
穿行過同一條小溪
我們站在落紅滿地的小徑
祭拜同一片天地

我要記住這裡的每一寸陽光
還有月亮與雲朵的私語
記住這裡的每一個湧動的黎明
還有飛鳥帶走的秘密

我是路過你的那片風
是你一路追隨的目光
是穿過塵埃的萬丈陽光
在時光的縫隙里為你而亮

我是你的六月天
是你的人間芳菲
是你的陌上花開
是一朵待放的花蕾
在你的目光裡

迎來春天

我要用樹葉做書籤
用天空做畫布
我要在在每一片花草的葉脈上
鏤刻上你的名字
在每一顆露珠上
埋下我晶瑩的淚珠
在天際的每一片雲彩上
塗抹上厚厚的思念
我要和你並肩
做湖邊的參天大樹
用永恆的姿態
在陽光裡招搖
在風雨里相依
在春天裡
吐露新芽
在秋風裡
卸下繁華
……

第十篇： 一笑而過

餐廳一隅，我們相對而坐，我把
弄著面前的一杯清水，慢慢地和你講
述我的故事，我神情淡然，不動聲色
，而對面的你，臉卻漸漸漲地通紅，
似乎極力忍隱著洶湧的情緒， 而大顆
的眼淚，卻慢慢盈滿了你的眼眶，從
臉頰滑落而下。

我明白，你在“感同身受”， 而
我卻在“ 置身事外”。越過山丘，
千帆過盡，原來當風雨過後，我可以
如此波瀾不驚地，訴說自己跌宕起伏

的過往，像是在講一個毫不相干的、
無關痛癢的、旁人的故事。

其實，又有什麼不能釋懷？又有
什麼不能放下？時間的洪流，終會把
一切都變為過往， 變為昨天， 變為
塵封的舊事， 變為結痂的傷疤，變為
厚重的盔甲， 變為今天的堅不可摧。

跌跌撞撞的走， 曾經的執念也終
於日漸趨於平靜和淡然，就如那秋風
後噤聲的寒蟬，終於不再言語， 不再
嘶鳴，在時光無涯荒野裡， 沉默成一
具空殼，被時光灌滿風聲， 被歲月風
乾寂寞， 漠視一切沉浮變幻。

當她在人情冷暖的夾縫裡行走，
在刀口浪尖如履薄冰的笨拙應對， 她
是那樣的疲憊不堪卻又無路可退。她
曾滿足於天上一朵閒雲的飄逸，貪念
路邊一朵野花的艷麗，而浮世裡的塵
埃， 卻遮蔽了她的眼睛，而那麼多輾
轉難眠的夜晚以後，她終於不再有眼
淚。

她被撕裂過， 卻又被癒合過，
她從未被這樣被緊緊擁抱過， 也從未
感覺自己如此堅韌過。他說， “ 生
命要有裂縫， 陽光才能照進來。”
她透過這“ 東非大裂谷”， 終於見
到了那束光，那束人性溫暖的陽光，
足以抵擋人生所有的冰窖和徹骨嚴寒
。

只有流過血的手指， 才能彈出世
間的絕響，所有的疼痛， 其實都是生
命的成長。生命的美，美在它的未知
， 美在它沒有寫好的答案，美在我們
對它永懷的敬畏和期待。

無論我們曾經有過怎樣大大小小
的失意和絕望，我始終相信，這個世
界， 永遠還是美好多過於陰暗，歡樂
多過於苦難。

世界以痛吻我， 我卻報之以歌
， 我向著陽光奔跑， 懷抱著所有的
答案。

第十一篇：一蓑煙雨任平生

漸入秋季，夜也被越拉越長，恍
惚中似乎一切都慢了下來， 白天的陽
光還是一樣的熾熱，而黎明和傍晚迎
面而來的微風， 裹挾著夏天遺留的厚
重和秋日的絲絲涼意，卻讓你不由感
受到了這個季節的柔情和美好。

和朋友約了六點半騎車， 掐著點
睡眼惺忪探身出門，才猛然發現屋外
還籠罩在一片重重的夜色裡。公園像
一隻安靜的正蜷身酣睡的巨獸，秋蟲
高低錯落的聒噪是它的呼吸。昨日的
熱鬧， 此刻的冷寂，彷彿隔著一個世
紀那麼遙遠。而我，像是一個慌不擇
路的夜行者，闖入了這一片沉寂之地
，幾盞路燈藏在婆娑樹影裡，閃著迷
濛的光芒，像是黑暗裡窺探的眼睛，
天邊稀稀疏疏綴著幾顆寒星，月亮細
細長長懸在幽藍的天邊， 如仕女的眉
黛，濃妝淡抹，無限溫柔。
天色漸曉，只見河堤邊一片氤氳繚繞
的白色霧氣，低低的伏著草地，天邊
被塗抹了一片奪目的橘黃，碩大而圓
潤的太陽不緊不慢，血氣騰騰地衝破
了一片迷霧從河溝盡頭噴薄而出， 像

是一場濃墨重彩的清晨的昭告， 那樣
不動聲色， 卻讓人心裡經受了一次滌
蕩靈魂的洗禮。

又遇到了那幾隻小花鹿， 它們警
惕的立在河堤對岸，在晨曦的迷霧裡
放肆奔跑著，我努力捕捉它們的身影
， 它們卻像幽靈一樣， 在這一片迷
幻的霧氣裡若隱若現， 它是在和我遊
戲嗎？還是在和我對峙？這一片河谷
，這一片流水， 這一方天地，就是它
們全部的世界嗎？

我回家的時候， 路過白橋，路過
河心亭，兩隻野鵝， 正各自盤踞在護
欄兩端， 如門神一樣， 聳拉著脖子
， 正襟危坐著；遇到一隻正捧著一顆
大核桃專心啃的小松鼠，旁若無人的
端坐在路中間，突然看到我，整個突
然傻掉，爪子端著半顆核桃， 鼓著腮
幫子，那一臉的錯愕，像極了躲在角
落偷吃糖果的孩子，被媽媽突然發現
時一臉無辜的模樣； 我還遇到了陸陸
續續出來遛狗的鄰居們，他們趿拉著
拖鞋， 無比閒適， 狗子們甩著毛茸
茸的華麗的大尾巴， 在草地上肆意撒
歡， 沒心沒肺的嬉鬧，似乎從不明白
是什麼塵世的煩惱。

又是一天， 美好的一天， 待黎
明驅趕黑暗， 待迷霧散去，待一切迷
惘退卻，陽光終會佔領心田，撒滿每
一寸草間， 每一個樹梢， 每一片雲
端，每一個浪尖，每一個輾轉無眠的
暗夜。
一切終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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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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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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fnb.com

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PY assumes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Minimum balance to obtain APY is $25,000. Penalty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s.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funds or brokered funds. APY is accurate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Minimum opening balance to receive gift is $25,000 to $99,999for Gold Ingot or amount $100,000 and over for 
Gold Kumquat. The gift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account opening. The gift is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one 
per account opened and is available on a first come basis. Multiple accounts opened under the same name will 
be considered one account opening and is limited to only one gif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substitute a gift of 
similar value. Gifts are considered interest and may be reported on IRS Form 1099-INT or 1099-MISC (or Form 
1042-S, if applicable). Available on 1/9/2023 thru 1/31/202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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