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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從聯邦到各州紛引
國安風險禁用TikTok，不少大學跟進，
讓美國最瘋TikTok族群－年輕學子也躲
不過地緣政治角力，但他們仍照用不誤
，不解也不想理會禁令。

「紐約時報」報導，阿拉巴馬州奧
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高年級生安
柏斯（Destini Ambus）上月得知州政府
新頒令禁止州內公家裝置與網路使用
TikTok後大為吃驚。

21歲的安柏斯是學校報紙的總編輯
，她談到州長艾維（Kay Ivey）頒 Tik-
Tok 禁令一事說： 「我們只是覺得這好
怪，她（指州長）幹嘛這樣搞？然後大
家就笑笑繼續用。當我第一眼看到電郵
通知時，就覺得這根本不影響我。」

州政府頒令數日後，奧本大學行政
單位就比照近期其他一些大學的類似措
施，宣布不讓校園Wi-Fi連TikTok。過
去一個半月，全美有19個州陸續禁止州
內公家單位的裝置與網路連上母公司為
中國企業 「字節跳動」（ByteDance）的
TikTok短影音app。

據 「皮 尤 研 究 中 心」（Pew Re-
search Center）資料顯示，全美 2/3 的青
少年有在用TikTok，是美國最大的使用

族群，讓TikTok在這個年齡層的受歡迎
程度僅次於YouTube。

紐時訪問到的奧本大學學生都對禁
令既意外又不解，因為他們只須切換到
自己的行動數據上網，就能照用如常，
影響僅限與校方有關的單位，像校園電
視頻道就決定不設TikTok官方帳號。

20 歲 的 低 年 級 生 杭 特 （Elizabeth
Hunt）住校並擔任宿舍委員。她說得知
禁令後就一直有跟朋友聊這事， 「我是
有點惱火，因為現在想用TikTok，就得
用自己的網路或想別的辦法」。

愛達荷州的波伊西州立大學（Boise
State University）、奧克拉荷馬州的奧克
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日
前也都禁止校內Wi-Fi連TikTok，愛達
荷州立大學（Idaho State University）目
前則是讓學校TikTok官方帳號停用。

蒙大拿州州長強佛特（Greg Gian-
forte）1月3日時發信，援引安全風險要
求州立大學校院體系禁止校內 Wi-Fi 與
網路連上TikTok。

奧本大學的學生們表示，學生族群
雖多是拿來娛樂，但TikTok確實已融入
校園生活，像同學們會用來幫學校的球
隊宣傳、社團招募及購物開箱炫耀等。

22 歲的高年級生海恩斯（Braden
Haynes）是奧本大學學生電視台的台長
， 她 說 電 視 台 很 可 能 只 用 Instagram
Reels， 「雖然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行動數
據或在家上傳（TikTok），但這樣做電
視過於費工且不划算」。

21 歲的高年級生佛朗哥（Ansley
Franco）來自喬治亞州奧古斯塔（Au-
gusta），她說之前在奧本大學校內一個
女生社團時就發現，TikTok是校內希臘
相關社團最仰賴的推廣與招生工具。

佛朗哥說她完全不擔心禁令所標榜
的安全風險，包含杭特在內多數受訪學
生也都表達同樣觀點。

杭特說： 「就我與朋友聊天所聽到
與談到的，大家都覺得這禁令很蠢，理
由也不夠正當全面。個資與數據被傳到
不明之處的憂慮我能理解，但這又不是
TikTok 所獨有，所有社媒 app 都蒐集我
們的資料啊。」

紐時認為，儘管美國國內很多國會
議員與有關單位堅稱TikTok會外洩諸如
位置、個人習慣與國家利益等敏感資訊
給中國政府，甚至成為北京的文宣工具
，但從學生反應來看，關於TikTok國安
風險議題，兩黨政客與青年學子彷彿平

行世界。
安 柏 斯 說 ， 當 同 學 發 現 用 校 內

Wi-Fi 不太能連後，都改用自己的手機
網路繼續上TikTok；佛朗哥則說，上週
有個老師在上體育課時問學生關於禁令
一事時，同學的反應都是 「你禁是你家
的事，我照樣繼續用」。

提倡數位隱私與言論自由的非營利
組織 「電子邊疆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 總 顧 問 奧 普 索
（Kurt Opsahl）表示，從設限程度來看
，奧本大學行禮如儀的程度大於真正落
實。

學生們也不認為美國會學印度 2020
年下重手全面把TikTok移除。杭特說：
「我真的不覺得人們會打算改變使用

TikTok的方式，尤其我們這一代，當下
影響的層面太廣了。」

美美TikTokTikTok禁令入校園禁令入校園 學生照用不誤學生照用不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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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or management of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may have to be taken over by the State of Texas again
which is also a great misfortune for our education system.

Last night I attended the reception at ITC to greet Dr. Mays, the new superintendent of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He also is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to become the school district's leader. In his speech he emphasized that education is almost the only
way to change our lives. Today, most people from poor families can become leaders in society and elites if they study hard and
work hard in their early life.

Today the school districts in America, especially in big cities, because of the high population of poor families and low incomes,
result in less tax money to fund the schools. Some of them are already bankrupt and don't even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function.

Many families are now moving to the suburbs because most of the good schools are in the suburban areas now.
This is our education crisis that is facing us. We need to ur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find ways to help.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rgent issue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
0101//1414//20232023

The Education Crisis IsThe Education Crisis Is
The Misfortune Of Our CountryThe Misfortune Of Our Country

經菅不善的休斯敦學區最近可能再一次被州政
府接管，也是教育界之極大不幸。
由于學區學生們之程度低落，未能未能達標

，這是令人非常痛心之事。
今晚在國際貿易中心參加接待了艾利夫學區首

次黑人總覧梅斯博士，他在演說中特別強調教育
几乎是改變人生之不二法則，今天能在社會上出
人頭地的非裔領䄂，大部份出身在貧窮家庭，都
是吃苦耐勞，多翻周折而上了大學及名校，如今
才能登上社會高層，成為社會之精英。
今天美國在各大城市之學區普遍遭遇諸多困難

，主要原因是貧困家庭比例高，房價低造成學區
經費不足因而教師學生素質下降，許多學校几乎
破產。
許多家庭都在搬往郊區，造成學區之巨大差

異，好學區多半是在郊區，我們希望休斯敦學區
問題早日得到解決。

教育危機教育危機 國之不幸國之不幸

((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路透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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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衛生、旅遊、交通

和外交部門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調整入

境規定，要求所有入境遊客須提供至少

2劑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泰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阿努廷

在會後表示，調整後的入境新規包

括：遊客須提供至少接種 2 劑新冠

疫苗的證明；須購買包含新冠治療

的醫療保險；遊客回國前將接受新

冠核酸檢測。同時建議患有呼吸道疾

病的患者推遲赴泰旅行，入境遊客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出入公共場所時

應佩戴口罩。

他強調，新的規定對來自所有國家

和地區的入境人員壹視同仁。泰國歡迎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泰國於去年 10 月取消了對入境

遊客疫苗接種證明和新冠檢測證明

的要求。阿努廷說，考慮到近期可

能出現入境遊客大幅增加的情況，

因此決定調整入境規定，不過新規

定仍沒有要求入境遊客須提供新冠

檢測證明。

阿努廷表示，泰國衛生部將繼續監

測當地的新冠疫情，並根據實際情況對

入境規定進行新的調整。他建議全國各

旅遊熱點地區政府做好醫療設施和藥品

準備，而旅遊和運輸服務從業人員應至

少接種4劑新冠疫苗。

韓軍否認瞞報朝鮮無人機事件
總統府對問責軍方高層態度謹慎
綜合報導 據報道，被質疑隱瞞朝鮮

無人機飛入總統府禁飛區情況後，韓國

軍方聲稱，由於1日以前並不知情，因此

並非是謊報瞞報，雖然軍方在應對過程

中存在不足，但壹直如實報告。另據報

道，在韓國輿論對軍方應對朝鮮無人機

入境不力的批判聲日益高漲的背景下，

韓國總統府對問責軍方高層的呼聲持謹

慎態度。

韓聯社稱，韓國防部官員向媒體說

明了上月 26日朝鮮無人機進入韓國領

空以來的研判應對過程。來自聯合參謀

本部(聯參)備戰狀態檢查團、雷達專門

評價團等部門的20多人自上月27日起

開始調查有關部隊采取的應對措施和無

人機的確切航跡。備戰狀態檢查團主任

在此過程中察覺到朝方無人機闖入禁飛

區的可能性，並於本月1日向聯參議長

金承謙首次報告現場調查結果。經過2

日的重新調查，聯參於3日對這次調查

結果定為最終結論，並於4日向總統尹

錫悅報告。

報道說，對於有人質疑是韓國總統

府搬遷導致禁飛區縮小才造成此次事態

，有聯參人士解釋稱，原總統府青瓦臺

的禁飛區有3.7公裏半徑的內圈“A區”

和4.6公裏半徑的外圈“B區”，其中B

區是緩沖區。搬遷新址後，不再設緩沖

區，賦予更多作戰自由，這實際上增強

了防空能力。禁飛區遷移後的防空力量

保持不變，沒有被縮減。

報道稱，對於情報機構“不排除朝

機航拍總統府可能性”的看法，韓國軍

方予以否認。聯參人士前壹天在報告中

稱，從無人機的飛行高度、距離和敵軍

的能力來看，其不具備航拍總統府的能

力，即便進行了拍攝，也無法搜集到有

意義的情報。

另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總統府高接

受記者電話采訪時稱，韓軍將對“朝鮮

無人機犯境”事件開展內部調查和監察

，軍方將自行判斷如何追責。繼上月

26日阻擊無人機失敗之後，軍方本月3

日又改口承認無人機闖入總統府壹帶的

禁飛區(P-73)，總統府內部已認識到軍

方的運作體系存在問題，但對直接針對

軍方高層的“問責論”持謹慎態度。韓

總統府認為，軍方通過內部調查和監察

查明應對不力的原因是當務之急，據此

重新構建安全防衛態勢更為緊迫。

報道提及，韓國總統府方面認為，

如果軍方高層紛紛因此落馬，國家將無

法應對朝鮮無人機有關事件，有關做法

並非意味著不讓他們承擔責任。

“訓”“營”清晰可辨！
韓國青瓦臺石墻發現漢字
綜合報導 韓國文物部門對青瓦臺

進行為期4個月的考察後，發現了壹

些高麗或朝鮮王朝時期的文物，還在

石墻上發現了漢字。

考古專家表示，在青瓦臺8處地

點發現了陶器、瓦片等文物。此外，

還在圍墻上 3 處地點

發 現 了 漢字，包括

“營”和“訓”。

考古專家還稱，

有必要通過精密調查

，對上述考古發現的

歷史價值做進壹步研

究。

韓國青瓦臺始建

於高麗肅宗年間，原

為高麗王朝離宮。由

於韓國開國後歷任總統下臺最後結

局都不甚完美，因此民間壹直有人

質疑青瓦臺“風水有問題”。2022

年 5月，尹錫悅就職韓國總統後，將

辦公地點搬出青瓦臺，並將青瓦臺向

公眾開放。

搬離東京去農村！
日本政府加大獎勵力度：
每個孩子補貼100萬日元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加大財政

支持，鼓勵在東京生活的家庭搬離首都，以應

對該國其他地區的人口減少問題。報道稱，從

2023財年開始，居住在東京都市圈符合條件的

家庭，如果願意搬到日本其他的偏遠地區，這

些家庭的每個孩子都能夠獲得100萬日元（約合

人民幣52612元）的補助——是現有30萬日元獎

勵的大約3倍。

報道指出，這壹經濟激勵措施凸顯了日本

在低出生率和長預期壽命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隨著年輕人背井離鄉，到城市尋找更多機會，

導致日本農村地區的人口迅速減少，到處都是

空置的房屋，當地政府也不得不與不斷減少的

稅收作鬥爭。

在此前的經濟激勵措施中，凡是搬離東京

的家庭均可獲得固定的100萬日元。而根據新提

案，日本政府增加了對兒童的支持。也就是說

，如果有兩個孩子的家庭離開東京地區，該家

庭將獲得300萬日元的經濟支持。報道還指出，

日本政府於2019年開始實施吸引人口搬遷到偏

遠地區的措施，並且允許在東京都市圈居住五

年及以上的家庭在搬離東京時申請支持資金。

另有報道指出，為了響應政府號召，2022

年日本約有1300個家庭加入了此項搬遷計劃，

該計劃在2021年有1184個家庭參與，而推出的

第壹年2019年僅有71個。據悉，這些搬離東京

的家庭可以繼續在他們目前的工作崗位上遠程

辦公，或者在當地的中小企業工作，也可以在

當地創業。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加州怪象加州怪象--乾旱多年乾旱多年
突遭大雨襲擊突遭大雨襲擊//創紀錄雨量重創加州田野創紀錄雨量重創加州田野

這應該又是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氣候變
遷所造成的天候怪象--加州在受到反聖嬰氣候La
Niña影響, 連續多年乾旱之後突遭大雨襲擊, 根據
國家氣象局所發布的資料顯示, 加州在短短幾天之
內狂落下創紀錄的雨量, 一連串無情的風暴促使全
加州八百萬人受到洪水氾濫的肆虐，至少有三個
風暴系統影響了全州, 迄今為止已造成至少 19 人
死亡,數千人遭到強行疏散，這樣惡劣的天氣狀況
發生在加州是相當不尋常也不可思議的, 就連科學
家都還沒有辦法做出合理的解釋, 拜登總統已經發
布加州為降雨重大災難, 聯邦政府將特別給予災難
救援。

縱觀這一次的加州創紀錄的降雨量由於河流
決堤已讓許多的農田處於飽和狀態，洪水淹沒了
許多郊區的城市，因為排水系統不堪負荷，使得
此前為旱災所困的農民突忽面對浸泡在水裡的農
田而一籌莫展。氣象局預測加州近日可能會再遭
到第八場暴雨侵襲而又引發災難性洪災,氣象局並
警告，洪水可能切斷加州蒙特雷半島與外界的聯
繫，有16萬人口的薩利納斯可能完全淹沒在水裡,
所以還繼續會有災情發生。

與風暴有關的損失估計正在攀升，隨著降雨
的持續，据加州聖克魯斯郡初步預計損失在3000

萬美元之上,這一數字僅是該郡非法人地區的基礎
設施損壞估計。它既不包括私人財產損失，也不
包括對聖克魯斯、卡比托拉和沃森維爾等城市的
重大影響，當然也不包括對西克利夫州立海灘等
州立公園的破壞,這些美元數字也無法計算成千上
萬的當地居民所經歷的痛苦，還包括了們仍然沒
有電力與網路供應，更有許多人被切斷了進出家
園的通道,房屋遭受了風暴的嚴重破壞摧毀, 民生經
濟與設施的損失真是難以估計。

加州州政府表示, 估算損失只是通過聯邦應急
管理局(FEMA)向聯邦政府尋求補償的第一步，聯
邦應急管理局的資金可能會緩慢而分階段到位。
每個城市和郡想必都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損失評
估以盡速向加州政府提報以為居民作出快速的接
濟補助;顯然，這將給地方政府的預算帶來壓力, 所
以聯邦政府的補助款必須充裕而快速到位, 否則緩
不應急, 讓居民們難以度日求生。

當然由於這一次的暴風雨所造成的堤防系統
故障, 大部分碼頭被破毀，海堤、露營地、公用設
施和洗手間都成了廢墟, 土石流和山崩造成道路、
橋樑遭到破壞,州市政府都應該要緊急修護, 否則將
來還會有更大的損失和傷害發生。

日本與印度日本與印度1111天戰機聯演天戰機聯演，，此前曾與美澳英德舉行類似演習此前曾與美澳英德舉行類似演習
(綜合報道）日本防衛省表示，印度空軍與日本

航空自衛隊於當地時間1月16日開始，在東京附近
進行兩國間的首次戰機聯合訓練，該訓練預計將持
續11天。

日本防衛省表示，日印雙方計劃在1月16日至
26日期間以東京東北方向的茨城縣的百里空軍基地
為駐點，實施兩國間的首次戰機聯合訓練，以強化
防衛合作。 據報導，日本航空自衛隊派出 4 架
F-2和4架F-15戰鬥機參加訓練；印度國防部表示
，印度空軍派出 4 架蘇-30MKI 戰鬥機、2 架 C-17
運輸機和1架IL-78空中加油機參加訓練。日本外務
省稱，印度是繼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德國之後
，第五個與日本舉行此類雙邊演習的國家。

據報導，日印雙方最初於2019年11月在新德里
就聯合戰鬥機訓練計劃達成一致，此後該計劃由於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而被推遲。 2022年12月
22日，日本正式宣布將於2023年1月與印度舉行聯
合 訓 練 。 2023 年 1 月 10 日 ， 印 度 空 軍 4 架
蘇-30MKI戰機抵達日本茨城縣的百里空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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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旅遊勝地“花園大道”：
壹周內近700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綜合報導 南非警察部召開例行記者會通報稱，過去壹周，警方在

該國著名旅遊勝地“花園大道”地區先後逮捕了近700名犯罪嫌疑人。

南非警方還在上述地區查處沒收了多達 25萬蘭特(約合人民幣

10萬元)的毒品，超過10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販賣運輸毒品等原因被

警方抓獲。

此外，其他犯罪嫌疑人被捕的原因主要集中為酒後駕駛、偷盜

汽車、搶劫等。據西開普省警方發言人克裏斯托弗· 斯皮思(Christo-

pher Spies)透露，這些犯罪嫌疑人目前均被南非警方收押，他們將面

臨法律的嚴懲。

據斯皮思介紹，作為此次打擊犯罪特別行動計劃的壹部分，南非警

方在多次打擊犯罪活動的行動中部署了預防犯罪小組。

斯皮思指出，每年在聖誕、新年假期時間段內，通常會接到大

量暴力犯罪報告。因此今年南非警方為保證疫情後的旅遊業穩定運

行，專門在這段時間內，與其他執法機構展開合作，力求最大程度

打擊犯罪活動。

斯皮思強調，南非警方始終對犯罪活動采取高壓態勢，並將針對犯罪

活動的戰略部署長期維持下去。

歐盟對俄實施九輪制裁
反噬效應凸顯

綜合報導 近來，歐盟盲目追隨美國對俄羅斯實施九輪制裁產生的

反噬效應愈加凸顯，令歐洲經濟雪上加霜。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實施了壹攬子經濟制裁措施，大幅減少

了對俄出口，但受歐盟對俄制裁反噬效應影響，歐洲供應局勢緊張，能

源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進口額明顯增加。

歐盟統計局去年12月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前10個月

，歐盟對俄羅斯貨物貿易進口額不降反升，達1812億歐元，同比增長

42.6%。同期，歐盟對俄羅斯貿易逆差由541億歐元擴大至1346億歐元。

歐洲央行數據也顯示，由於價格上漲，2022年上半年，歐元區從俄羅斯

進口的非能源商品和服務貿易額也有所上升。

分析人士指出，多輪制裁令歐洲企業遭受巨大損失，不僅失去了市

場，還因能源價格攀升導致生產成本增加。民眾實際工資嚴重縮水，

購 買力下降。

歐洲央行壹份報告指出，雖然部分企業將壹些大品牌撤出俄羅斯，但

總體而言，在2021年第四季度末和2022年第二季度末之間，歐元區持有

的俄羅斯資產僅下降了10%。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外國直接投資

頭寸大致保持不變”。

目前，歐洲地區能源危機依然難解。國際能源署近日對歐洲今年能

源供應形勢“敲響警鐘”。國際能源署執行幹事法提赫· 比羅爾表示，

預計2023年歐盟面臨約27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短缺，約占歐盟天然氣基

準總需求的6.8%。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2023年經濟預測報告也稱

，如果當前的能源危機惡化，歐洲將面臨非常嚴峻且困難的經濟形勢。

據歐盟委員會預測，2023年歐盟和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均

僅增長0.3%，遠低於春季經濟展望報告中均增長2.3%的預測。不少分析

機構則給出了更為悲觀的判斷，認為2023年歐元區經濟將陷入負增長。

800萬成年人數學只有小學水平
英國首相蘇納克決心“狠抓下壹代數學”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首相蘇納克

即將在2023年的首次演講中宣布壹項新

計劃，要求英格蘭學生學習數學直至18

歲，以改善英國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的數學水平。

多年來，英國學生的數學水平在世

界排名中並不突出。根據英國政府的數

據，英格蘭約有800萬成年人的算術技

能水平與小學生相當。同時，英國仍然

是世界上少數非強制所有學生修讀數學

到18歲的國家。

《衛報》援引首相府消息源稱，蘇

納克即將在新年演講中發表政策聲明，

強調解決經濟、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以及移民領域等迫在眉睫的問

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演講中可能

最先提及的是英國的教育問題。

蘇納克的演講稿中稱：“這對我來

說，可能是很私人的事。我人生中的每

壹次集會，都得益於我有幸接受的教育

。而這也是我從政的唯壹原因：讓每個

孩子都能接受最高標準的教育。”

“現在，所有16到19歲的學生中，

只有壹半人能學習數學。然而，在壹個

數據無處不在、統計學成為每項工作基

礎的世界裏，我們孩子的工作將比以前

需要更多的分析技能。讓我們的孩子們

在沒有這些技能的情況下就走向世界，

就是讓他們失望。”

當前，英國教育分成英格蘭、蘇格

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四塊，但這四個

地區的教育體系大體相同。多數英格蘭

學生在5歲開始接受基礎教育，在完成

中等教育後（壹般為16歲），選擇繼續

進修兩年，然後參加最典型的普通教育

高級程度證書考試（A-levels）。

除此之外，學生也可以準備和參與

商業及技術教育協會的考試、國際文憑

組織的考試又或者是Cambridge Pre-U的

考試。

保守黨競選期間，蘇納克已經提出

了“中學畢業會考”的建議，以取代現

有的A-levels考試。學生將在18歲前，繼

續學習必修的英語和數學。而不像現在

，只有A-levels課程才會提供必要的數學

教學。蘇納克本次提出的政策，預計只

適用於英格蘭的學生，而不會推廣到其

他地區。

不過，反對黨工黨批評了蘇納克即

將提出的政策。影子教育大臣布裏奇特·

菲利普森（Bridget Phillipson）認為，蘇

納克提出了壹個“空洞的承諾”，因為

首相需要“展示他在工作”。

“如果沒有更多的數學老師，他就

無法實現這個重復且空洞的承諾。政府

年復壹年，沒有達到他們招募新數學老

師的目標，而現有的老師又成群地離

開......工黨將結束對私立學校的稅收減

免，並把這些錢投資於招募 6500 名新

的老師，其中包括數學老師，來推動這

個目標。”

2011年，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就委

托當時的教育大臣戈夫編寫壹份報告建

議，讓英國學生學習數學直到18歲，但

這壹建議並未推進下去。

《衛報》援引的政府數據顯示，英

格蘭約有800萬成年人的算術技能水平

與小學生相當。目前，16到19歲學生中

大約只有壹半的人在學習數學，且這壹

問題在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中尤甚。

長期以來，英國學生在國際數學教

育水平的排行中並不突出。2018年的國

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英國

在數學項目的排名為16，落後於中國、

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國，但高於瑞典

、挪威和德國。

加拿大就業形勢向好
失業率接近歷史最低水平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勞動

力調查數據顯示，該國2022年12月份就業

形勢繼續向好。失業率為5.0%，環比下降

0.1 個百分點，已接近去年 6月、7月的

4.9%的歷史最低水平。

加拿大12月新增約10.4萬個就業崗位

，環比增長0.5%。加統計局表示，就業增

長主要由15歲至24歲的青年群體帶動。其

中，青年男性就業率升至57.8%，為2019

年4月以來的最高值。青年女性就業率達

到59.2%，但仍低於2022年 5月的歷史峰

值60.7%。

對於25歲至54歲這壹核心年齡段人群

而言，男性與女性就業崗位數分別同比增

長1.6%和2.3%。在2022年全年，該年齡段

女性月均就業率達到81.0%，乃1976年以

來的最高水平。

移民加拿大5年內的核心年齡段女性

新移民2022年月均就業率為69.3%，較疫

情前2019年的水平高9.7個百分點。

55歲及以上人群的就業崗位數雖有所增

長，但就業率與去年同期相若。加統計局

表示，這說明該年齡段的就業

增長與同時期老年人口的增長

保持同步。

公共部門就業數總體保持

穩定，私營部門則呈現增長。

建築、運輸和倉儲等行業的就

業數都有較大增長。盡管醫療

保健和社會援助領域有十余萬

個崗位空缺，但該領域就業數

出現下跌。

全職就業崗位數實現連

續 3 個月增長，在去年 12 月

增加約8.5萬個，也較上壹年

同期增長約40.1萬個。不過，去年12月

有 8.1%的就業者因疾病或殘障而缺勤，

這壹比例高於11月份的6.8%，也高於疫

情之前2017年末至2019年末的平均值，

即6.9%。

總工作時長同比增長1.4%，但環比基

本持平。就業者的平均時薪在12月達到

32.06加元，實現了連續7個月保持逾5%的

同比增長。不過，時薪增速仍落後於加拿

大去年11月6.8%的通脹率。

加多家主流媒體引述經濟界分析人

士指出，就業形勢好於預期，亦進壹步

推高了加央行在本月下旬再度加息的可

能性。

為遏制高通脹，加拿大央行自去年

3月至12月已進行連續七次加息，累計升

息400個基點，令基準利率從0.25%壹路升

至4.25%。

聯合國糧農組織：2022年世界玉米和小麥價格均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聯合國糧農組織(下稱：糧

農組織)6日披露的數據顯示，2022年12月

國際食品價格指數連續第九個月下降。但

縱觀2022年全年，國際食品價格指數同比

仍大幅增長，同年，世界玉米和小麥價格

雙雙創歷史新高。

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12月平均為

132.4點，環比下降1.9%，同比下降1.0%

。然而，就2022年全年而言，指數平均為

143.7點，同比漲幅高達14.3%。

糧農組織

首席經濟學家

馬克西莫· 托

雷羅指出，在

經歷了兩年的

劇烈波動後，

食品價格趨於

平穩是可喜的

。但鑒於國際

食品價格仍處

於高位，許多

主要食品價格

接近歷史新高

，大米價格也

在不斷上漲，

未來的供應仍存在許多風險，必須保持警

惕，密切關註全球糧食不安全問題。

從糧農組織食品價格分類指標情況看

，谷物價格指數12月平均為147.3點，環

比下降1.9%。縱觀2022年，谷物價格指數

創154.7點歷史新高，同比上漲17.9%。研

究指出，該指數2022年走高系多方面因素

驅動，包括市場嚴重受挫，不確定性增多

，能源和投入品成本上漲，部分主要供應

國遭遇惡劣天氣，以及全球糧食需求持續

高漲。

植物油價格指數12月環比下跌6.7%，

創2021年2月以來新低；肉類價格指數環

比下降1.2%；乳制品價格指數環比上漲

1.2%；食糖價格指數環比上漲2.4%。

數據顯示，2022年，世界玉米和小麥價

格雙雙創歷史新高，分別較2021年平均價格

上漲24.8%和15.6%，同時大米出口價格平

均同比上漲2.9%。2022年，乳制品和肉類價

格指數創1990年以來年度平均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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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選美國新一任國會眾議長才一周，凱文•
麥卡錫（Kevin McCarthy）便取得了兩黨合作的碩果。

當地時間1月12日，眾議院以壓倒性贊成通過新法案，禁
止美國出口戰略儲備中的石油到中國。

此前的另一場表決更為關鍵——美國眾議院投票決定，成
立應對中國的特別委員會。它的全名為“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
員會”，旨在調查中國對美國造成的長期威脅。

早在當選議長前，麥卡錫就一直籌劃此事。能順利推進，
也是因為有三分之二的民主黨人投了贊成票。投票通過後，麥
卡錫將此吹捧為“跨黨派的重大成就”。據他說，該委員會將
“就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技術和安全進步及其與美國的競爭狀
況進行調查，並提出政策建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回應稱，“我們希望美方有
關人士客觀理性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從美國自身利益和中美
共同利益出發，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動發展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

國會內部對該委員會也存在異議，擔憂對中國過度關注，
會加劇對亞裔仇視，導致更多種族暴力和排外言論。民主黨議
員馬克•高野（Mark Takano）對該委員會的目標提出質疑，
認為其只是共和黨人對中國問題的回應，“希望我的共和黨同
僚是從實力出發，而不是出於軟弱、排外和恐懼來對待這個問
題”。

然而，這恐怕只是開始。新一屆的國會尤其共和黨人正躍
躍欲試，解決“中國威脅”將成為他們的優先事項。

歷經四天的15輪投票，麥卡錫做了不知多少讓步，終於
拿到第118屆國會眾院議長一職。雖然漫長的投票飽嚐尷尬，
並大幅削弱了新議長的話語權，但新國會至少得以運轉，他也
迅速兌現應對所謂中國威脅的承諾。

上任一周來，共和黨主導下的眾院通過六項議案，兩項針
對中國。路透社一針見血指出，共和黨人正抓緊利用優勢地位
通過法案，是想在熱點問題上迎合保守派選民，但所涉內容往
往誇張多過實質。

其中，設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提議得到最多的支持，
最終以365票贊成、65票反對通過。該委員會將由16名成員
組成，包含9名共和黨人和7名民主黨人。

委員會主席由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
（Mike Gallagher）擔任，他是一位對華持鷹派立場的共和黨
人。加拉格聲稱，該委員會在成立之後將致力於關注在東亞的
短期軍事準備和中美長期經濟競爭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我們
需要放眼全局。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台灣爆發，我們需
要立即做些什麼，研判還需要進行哪些長期投資才能贏得與中
國的‘新冷戰’。”

不過，這一委員會主要是調查性的，不具備立法管轄權，
但有調查傳喚證人和舉行公開聽證會的權力。根據國會規則，
該委員會的任期將持續至本屆國會結束，其間可以進行重組。

儘管不具備立法權，這一特別委員會仍能影響美國的對華

政策，而且該委員會的議員們也可能成為其他委員會
的成員，這對通過立法至關重要。

設立特別委員會無關參議院，另一項禁售石油相
關立法則需通過參議院表決，這項法案名為《保護美
國戰略石油儲備免受中國影響法案》，也得到不少民
主黨人的支持。該法案要求，未來禁止美國將作為戰
略儲備的石油出售給中國。

這直接是在“打臉”總統拜登。美國能源部去年
4月宣布，向中國國際聯合石油化工公司（UNIPEC
，簡稱“聯合石化”）出售其戰略石油儲備中的近
100萬桶。這家從事國際石油貿易的公司，隸屬於中
國石化。共和黨人批評稱，幫助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
對手“毫無意義”。

對於這一立法，汪文斌回應稱，“我們敦促美國
的有關政客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正確

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多做有利於增進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
而不是相反。”

有能源專家向路透社指出，此舉無甚影響，這類限制措施
難以阻止中國從全球市場獲得石油。獨立能源研究機構Clear-
view Energy分析師凱文•布克（Kevin Book）說，“他們只
能知道誰是指定買家，但無法跟踪此後石油的去向。”

這項議案要想在參議院過關也有難度。美聯社指出，按照
規定，美國戰略儲備中的石油可以被銷售給報價最高的公司，
包括外國石油公司的子公司。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數據，上一屆國會議員自2021
年1月上任後，提出了400多項與中國有關的法案或決議，大
部分將中國視為對手。跟踪國會活動的GovTrack網站數據顯
示，上述法案中有120多項得到兩黨共同贊成。其中共和黨人
更為積極，提出的法案數量是民主黨人的兩倍多。

儘管這些法案大多數無法成為正式法律，但至少說明，中
國問題逐漸成為國會的中心議題。而今，共和黨掌權眾議院，
他們將充分利用立法職能，與拜登競逐對華事務主導權，並為
下次大選與民主黨人競爭積累資本。

通過新成立的所謂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共和黨人計劃就
以上種種問題召開公開聽證會。而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已將部分
調查提上日程。 1月11日，該委員會在推特上宣布，即將調查
的對象包括邊境移民危機、新冠大流行救濟津貼欺詐、阿富汗
撤軍、能源危機、新冠溯源、拜登家族以權謀私等議題。

目前來看，共和黨掌權後的主要議程分為兩類，要么針對
拜登，要么劍指中國，比如新冠溯源。

疫情三年，全球大流行近乎走到終點，但多位共和黨人提
出，要對新冠病毒進行溯源。其意圖無關科學，只為證明中國
是這場巨大瘟疫的罪魁禍首。去年12月，眾議院情報委員會
的共和黨人發布報告稱，“有理由相信，（情報界）淡化了新
冠病毒與中國生物武器計劃相關的可能性。”

去年年底，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巴厘島的中美元首會晤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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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8
月，因為時任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中美關係再度探底。有
賴於這場元首會晤，才為雙邊關係帶來暖意。

而相比民主黨，共和黨在台灣問題上更具挑釁姿態。當時
佩洛西的台灣行，得到了麥卡錫和一眾共和黨人的罕見支持，
他還表態說，自己當上議長後可能會效仿佩洛西的行為。畢竟
比起民主黨籍眾議長，麥卡錫完全不必顧及總統拜登的政治憂
慮，強硬支持台灣當局，有助於他撈取國內支持、塑造個人形
象。

此外，上一屆國會已開始醞釀“2022台灣政策法”，雖然
仍未成型，但部分條款已被拆分進去年年底通過的《國防授權
法案》。未來如果還有涉台重磅法案被通過，將會進一步重創
中美關係。

有觀點認為，即便有時無法實現立法，如果來自國會的壓
力不斷加大，其意願也能影響行政部門決策，無論是涉台、技
術或是貿易領域，都是如此。

部分涉華問題上，兩黨早就有了較為統一的觀點，比如以
安全為由限制社交媒體軟件TikTok在美國運營，這款應用在美
國擁有超1億用戶。

迄今為止，美國約有20個州頒布禁令，禁止在州政府的
設備或網絡上使用TikTok，其中共和黨籍州長們的行動尤為迅
速。去年12月15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法案，禁止聯邦政
府人員在政府下發的設備上使用TikTok。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主席、弗吉尼亞州參議員馬克•
華納表示，“TikTok在法律上受制於中國政府，它不僅收集了
數量驚人的用戶信息，而且有一天，它可能被用作一種宣傳機
器來影響美國人的思想。”

在此之前，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提出過更為激進的一項
法案，要求全美禁用此軟件，並禁止美國企業與受控於中俄政
府的社交媒體公司進行交易。

針對美國的無理行為，中國外交部已多次回應，中方堅決
反對美方藉口虛假信息、打壓中方企業的慣常做法。美方應採
取負責任的方式，切實尊重和遵守公平、開放和非歧視的國際
規則。

在國家安全的概念驅使下，兩黨對於華為等公司的限制態
度也頗為趨同。去年12月，拜登政府宣布將36家中國公司和
機構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其獲得美國技術、產品、軟件等。未
來，美國國會還可能在更多領域對華進行出口管制，比如綠色
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民用航空等。

由於共和黨在眾議院僅贏得微弱優勢，這讓其與民主黨能
共振的領域不多，對華強硬成為兩黨罕有能找到共性之處，但
雙方的做法仍有不同。

民主黨人至少在姿態上更為理性。去年11月與中國元首
的會晤，表明拜登管控雙邊關係的意願。

會晤後的次月，美國國務院成立“中國問題協調辦公室”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該辦公室的成立是為了確保美國政
府能負責任地管控同中國的競爭，推進建立開放及包容國際體
系的願景。

但事實上，拜登從沒放鬆與中國的競爭乃至遏制，不僅保
留了特朗普時代的對華關稅，還一再聲稱將出兵“保衛台灣”
，去年更在芯片領域對中國施加了相當嚴格的限制。

可在共和黨眼裡，拜登依然是對華軟弱的代表。麥卡錫在
批評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時，也不忘斥責拜登對此坐視
不管。中美元首會晤後，加拉格則批評拜登“錯失良機”，沒
有趁此機會在台灣問題上向中方施壓。

不同於拜登在競爭之外仍試圖穩定中美關係，共和黨人對
此顯得毫不在意。

就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表決當天，麥卡錫發言談及中國時
，口吻尤為不善。 “我們花了幾十年時間通過了歡迎中國加入
全球體系的政策。”麥卡錫說，“作為回報，中國輸出了壓迫
、侵略和反美主義。”

民主黨人也看不慣共和黨人做事莽撞，比如認為共和黨將
新冠溯源問題過度政治化。即便是支持成立上述特別委員會的
民主黨議員，也擔憂共和黨人會有不當行為。

支持成立該委員會的資深民主黨人、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吉
姆•麥戈文（Jim McGovern）直言，他對委員會的某些方面
感到擔憂，比如會否只關注同中國的軍事競爭，又或者因為強
烈“仇華”，反而會助長美國國內針對亞裔的仇恨行為。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邁克爾•奧漢隆直言
，美中關係可能因為眾議院在中國問題上的政治角力而受到干
擾，“他們（共和黨人）也許會沉湎於抨擊中國、把拜登描述
成對華軟弱，將此視為很好的政治手段，這取決於他們選擇在
2024年選舉中如何與拜登競爭。 ”

（綜合報導）據多家美媒報導，美國疾控中心（CDC）
與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13日發布聲明，稱有初步數據
顯示，輝瑞和BioNTech生產的新冠二價疫苗“可能存在安全
問題”。聲明中提到，疫苗安全監測系統監測到了一個“風險
信號”，即65歲及以上最近接種了此種疫苗的老人，有可能
面臨更高的缺血性中風（Ischemic stroke）的風險。不過該聲
明也提到“真正的臨床風險的可能性很小”。

缺血性中風，也被稱為腦缺血，由向大腦輸送血液的動脈
阻塞引起。據美疾控中心數據，美國每年約有79萬5千例中風
報告，其中約87%是缺血性中風。

據紐約時報報導，在發布聲明後，美政府官員拒絕了討論
其調查細節的請求。不過聲明中提到，美官員計劃於1月26日
在FDA關於未來新冠疫苗的科學顧問會議上討論這一發現。

美國疾控中心與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1月13日在其聲明中
寫道，其近乎實時的監測系統“疫苗安全數據鏈”（VSD）監
測到了一個“風險信號”：與接種後22-42天相比，65歲及以
上的人在接受輝瑞與BioNTech生產的二價新冠疫苗後的21天
中更有可能發生缺血性中風。

聲明表示，這一“風險信號”需要進一步調查，截至目前
還沒有其他安全系統顯示出類似的信號，而且多個後續分析也
沒有驗證這一信號。

“儘管目前全部數據表明，該信號代表真正的臨床風險的
可能性很小，但我們認為，像過去一樣，當我們的一個安全監

測系統檢測到一個信號時，與公眾分享這一信息很重要。”
據紐約時報報導，早在去年年底，已有關於該疫苗與缺血

性中風之間可能存在聯繫的擔憂出現。其報導還稱，在該聲明
發布後，政府官員拒絕了討論該項調查細節的請求。

“美國疾控中心和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將繼續評估這些和
其他疫苗安全系統的額外數據。這些數據和額外的分析將在即
將於1月26日舉行的FDA疫苗及相關生物製品諮詢委員會會
議上討論”，該聲明補充道。

對此，據美國福克斯新聞報導，輝瑞公司的發言人回應稱
輝瑞與BioNTech都已了解到美疾控的這份報告。

其稱，“與公佈的老年人群缺血性中風發病率相比，到目
前為止，兩家公司觀察到二價疫苗注射後報告的缺血性中風數
量較少。”

該發言人還表示，“輝瑞、BioNTech、美疾控中心以及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都沒有在美國和全球的其他監測系統中觀
察到類似情況，也沒有證據表明缺血性中風與使用這些公司的
新冠疫苗有關”。

另據美國“政客”新聞網報導，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能源和
商業委員會主席凱茜•麥克莫里斯•羅傑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 R-Wash）迅速回應了輝瑞的這一表態。
她稱，美CDC和FDA將在她的委員會面前對此作證，並表示
“這些機構必須以公開透明的方式迅速調查疫苗是否導致了所
報告的中風。”

“如果美CDC和FDA應該從新冠疫情中吸取到一個教訓
，那就是誠實、清晰、準確、及時地向美國人民提供關於新冠
病毒干預措施（包括疫苗接種）的潛在風險和益處的重要性。
”

美疾控數據顯示，美國在上週確診併入院治療的新冠患者
中，平均有70%來自60歲及以上的人群。輝瑞公司的一位發
言人此前則表示，在美國已經使用了超過3000萬劑輝瑞與Bi-
oNTech的二價疫苗。

儘管如此，美疾控在聲明中表示將繼續推薦接種疫苗，稱
接種疫苗利大於弊。

美疾控監測到美疾控監測到““風險信號風險信號”：”：輝瑞二價疫苗或增加老年人中風風險輝瑞二價疫苗或增加老年人中風風險

美眾議長麥卡錫上任一周，通過兩項涉華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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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口大省已過首波疫情高峰
河南全力救治重症 廣東入境人員多或令疫情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劉蕊及中

新社報道，中國內地的疫情形勢整體向

好，部分省市已渡過疫情高峰，生產生

活加快恢復正常。 其中，人口大省河

南省已順利渡過疫情高峰，實現平穩有

序轉入新階段；同為人口大省廣東省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9日亦發布消息稱，目

前該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處於社區流行

第一波高峰後的回落階段。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中國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已正
式進入“乙類乙管”新階段。中國國
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9日表示，
醫療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當務
之急，做好診療關口前移和重症患者
救治是重要着力點。

出院不再要求核檢結果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日前發布

了新冠病毒感染診療方案第十版。
國家衞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
9日表示，第十版方案的核心理念
就是對新冠感染按照“乙類乙管”
傳染病管理方式進行病人管理和救
治。在出院標準上，將此前的要求
核酸兩次檢測達到陰性、CT值35
以上，改為不再要求對核酸進行檢
測。郭燕紅強調，在臨床救治方
面，第十版方案充分借鑒三年來臨
床救治經驗。一是強化關口前移，
對於輕症病例也要早期介入，特別
是對於一些高齡、合併基礎性疾病
的患者，更要加強關口前移措施的
應用，加強對症和支持治療，防止
輕症轉為重症。二是進一步規範重
症患者的診療，一方面進一步完善
相關預警指標，通過對預警指標的
把握，能夠及早對重症患者實施及
時的救治措施。對於重症患者的氧
療、俯臥位通氣等措施都進行進一
步強化。三是堅持中西醫結合，注
重發揮中醫藥在臨床救治中的獨特
作用。四是強化新冠感染與基礎性
疾病共治的理念，新冠感染者特別
是老年人，往往合併一些基礎病，
新冠感染也會加重基礎性疾病。要
通過多學科會診，促進患者全面恢
復健康。

重症比例需待大樣本數據
近期以來，多位科學家發布了不

同的新冠重症率統計，數據從3%到
0.065%不等，引發網絡廣泛討論。北
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
強表示，有專家提到在定點醫院重
症、危重症比例3%-4%，有專家說在
自己醫院1%的重症比例，也有的說
在某一區域人群中更低。不同醫院收
治病人的基數和病情程度都不一樣，
重症率在不同單位或醫院之間差別會
很大。全人群重症比例需要大樣本數
據出來後，才能最後給出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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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沈丘縣周營鎮謝營村村醫王東民到80多歲的村民謝孟氏家中為其診療看病。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謝辛凌攝

1月9日，河南省衞生健康委黨組書記、主任
闞全程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從社區監測

數據看，截至1月6日，全省新冠病毒感染率為
89.0%，其中城市89.1%、農村88.9%，現階段流
行毒株仍以奧密克戎BA.5.2變異株為主。闞全程
稱，從發熱門診數據看，2022年12月19日就診人
數達到高峰，之後呈現持續下降趨勢。綜合研判
認為，河南省已順利渡過疫情高峰，實現平穩有
序轉入新階段。預計到本月底，每日新增感染人
數將維持在較低水平。

雖然當前感染高峰已過，但仍處於重症救治
高峰。從2022年12月10日到2023年1月7日，河
南全省二級以上醫院總床位數從393,301張擴充到
545,119 張，ICU 重症床位從 13,635 張擴充到
21,771張，為醫療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
1月7日，全省二級以上醫院床位使用率94.95%，
重症床位使用率82.35%，沒有發生嚴重的醫療擠
兌。

作為新冠的第一道防線，河南省各鄉村及社區
醫院接診人數佔比達到90%以上。河南探索推進藥
品配送直達鄉村，鄉鎮衞生院、村衞生室動態儲備
中藥、解熱和止咳等藥品、抗原檢測試劑盒，確保
對症下藥、規範用藥。並要求各鄉鎮衞生院和社區

衞生服務中心普遍能夠開展氧療服務。
這幾日，河南省沈丘縣周營鎮謝營村合作醫

療衞生室的村醫王東民上門為村民謝孟氏扎針輸
液。謝孟氏今年80多歲，因患有腦梗塞後遺症，
行走不便，加之發熱感冒，春節臨近，返鄉人員
增多，導致防控難度加大，為此，該縣積極開展
“送醫（藥）上門”，做實做細家庭醫生簽約服
務工作，築牢防疫屏障，保護農村群眾身體健
康、生命安全。

專家：符合條件者盡早接種疫苗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9日發布消息稱，目

前該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處於社區流行第一波高
峰後的回落階段。春節人員流動大，加之近期入
境人員防疫政策調整，部分地區疫情可能有所波
動，但出現大幅度反彈的可能性不大。

廣東疾控專家建議，在沒有接種禁忌症的情
況下，符合條件者盡早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與此
同時，市民要每天進行自我健康監測，視情況及
時到附近醫院發熱門診就診。

當下，上海正充分發揮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分
級診療作用，緩解二、三級醫院新冠病毒感染者
救治壓力。各社區衞生服務機構努力滿足新冠病

毒感染者在家門口接受氧療、輸液、用藥、霧化
等醫療服務需求；社區病房用“家庭病床”服務
患者。記者9日獲悉，目前，全上海335個社區衞
生服務中心、分中心已實現吸氧服務全覆蓋；上
海超六成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分中心總計設置713
個霧化治療位。同時，抗病毒藥物優先下沉社
區，在市區專家組指導下，對符合指徵的感染
者，社區衞生服務機構及時指導其使用抗病毒藥
物，實現盡早干預。據統計，上海的社區衞生服
務機構已累計開具抗病毒藥物治療1.5萬人次。

上海社區衞生服務機構擴容增能
上海市衞健委方面介紹，自2023年元旦以

來，上海的社區病房累計收治新冠感染者已近
3,000人。普陀區萬里街道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方面
告訴記者，該中心組建“利群-萬里聯合病房”，
開放90張床位。利群醫院每天召開線上救治調度
會，成立組成轉運專班：及時將病情穩定的患者
下轉，同時保證重症患者順暢轉運和分流。

為提升社區新冠救治能力，上海除了向社區優
先傾斜發熱診療藥物、抗病毒藥物、指氧儀、氧氣
罐等配置；同時，各社區衞生服務機構不斷拓展裝
備，提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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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讓鐵紀“長牙”發威 又讓幹部警醒知止
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葛沖及中通社報道，
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
法新社記者提問，中國軍方9日再次在台灣周邊地
區展開演練，該演練是否在向美國傳遞某些訊
號？汪文斌回答：“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
已經就此作出了相關的表態，有關的演練旨在檢
驗部隊聯合作戰能力，堅決反擊外部勢力、‘台
獨’分裂勢力勾連挑釁行徑。”

此外，東部戰區微信公眾號8日深夜發布消
息稱，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表示，

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位台島周邊海空
域組織諸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重
點演練對陸打擊、對海突擊等內容，旨在檢驗部
隊聯合作戰能力，堅決反擊外部勢力、“台獨”
分裂勢力勾連挑釁行徑。

專家：解放軍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目標明確
知名時事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匯報分析，

解放軍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的目標一直都非常的明
確，對陸打擊演練其實應該是演練對台灣島內的

某些軍事目標實施有效的打擊，甚至包括對可能
參與台海軍事衝突的域外勢力的某些固定目標，
包括他們的軍事基地實施打擊。

“對海打擊就更明確了，台軍的海上力量是
很薄弱的，不是對海打擊的重點，重點應該是可
能來馳援的域外國家軍隊。”宋忠平認為，東部
戰區的演練針對性很強，演練科目都是常態化的
科目，而且相信包括反潛等科目也都已常態化。
他說，兵需要經常化訓練，訓練的目的就是為了
在未來解決不時之需，來應對域外勢力和“台

獨”分裂勢力的挑戰。
上月25日，東部戰區位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諸

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聯合火力打擊演練。去年8
月，東部戰區曾位台島周邊海空域舉行了系列“環
島”聯合海空演訓。

在宋忠平看來，解放軍台島周邊海空域的演練
已常態化、實戰化，並會按需進行演練。他認為，
只要外部勢力、“台獨”分裂勢力不斷挑釁，解放
軍就會不斷加大在台海地區的演練力度，這就是要
告誡域外勢力和“台獨”分裂勢力，如果他們一意
孤行，那麼解放軍也一直在做好相應軍事鬥爭準備
的能力建設。這位專家說，“台獨”分子和域外勢
力跳得越歡，解放軍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可能就
會越提前。

解放軍台海演練應對外力“台獨”勾連挑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王滬寧、
蔡奇、丁薛祥出席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李希主持會議。
習近平指出，治國必先治黨，黨興才能國

強。新時代十年，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刀刃向內、刮骨療毒，
猛藥祛、重典治亂，使黨在革命性鍛造中變得
更加堅強有力。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要時
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如何始
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如何始終統一思想、統
一意志、統一行動，如何始終具備強大的執政能
力和領導水平，如何始終保持幹事創業精神狀
態，如何始終能夠及時發現和解決自身存在的問
題，如何始終保持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都是我
們這個大黨必須解決的獨有難題。解決這些難
題，是實現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使命任務必須邁過
的一道坎，是全面從嚴治黨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必
須啃下的硬骨頭。

堅持制度治黨 依規治黨
習近平強調，構建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是一項

具有全局性、開創性的工作。新時代十年，我們
黨不斷深化對自我革命規律的認識，不斷推進黨
的建設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初步構
建起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應是
一個內涵豐富、功能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
的動態系統。健全這個體系，需要堅持制度治
黨、依規治黨，更加突出黨的各方面建設有機銜
接、聯動集成、協同協調，更加突出體制機制的
健全完善和法規制度的科學有效，更加突出運用
治理的理念、系統的觀念、辯證的思維管黨治黨
建設黨。要堅持內容上全涵蓋、對象上全覆蓋、
責任上全鏈條、制度上全貫通，進一步健全全面
從嚴治黨體系，使全面從嚴治黨各項工作更好體
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

以有力日常監督促進政策落實
習近平指出，要以有力政治監督保障黨的二

十大決策部署落實見效。政治監督是督促全黨堅
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有力舉措，要在具體
化、精準化、常態化上下更大功夫。要推動黨的
二十大精神、黨中央決策部署同部門、行業、領
域實際緊密結合，看黨的二十大關於全面貫徹新
發展理念、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主動構建新發
展格局等戰略部署落實了沒有、落實得好不好；
看黨中央提出的重點任務、重點舉措、重要政

策、重要要求貫徹得怎麼樣；看屬於本地區本部
門本單位的職責有沒有擔當起來。要及時準確發
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選擇、搞變通、打折
扣，不顧大局、搞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照搬照
抄、上下一般粗等突出問題，切實打通貫徹執行
中的堵點淤點難點。要推動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
部署落實機制，以有力有效日常監督促進各項政
策落實落地。

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
習近平強調，制定實施中央八項規定，是我

們黨在新時代的徙木立信之舉，必須常抓不懈、
久久為功，直至真正化風成俗，以優良黨風引領
社風民風。要繼續糾治享樂主義、奢靡之風，把
握作風建設地區性、行業性、階段性特點，抓住
普遍發生、反覆出現的問題深化整治，推進作風
建設常態化長效化。要把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作為作風建設的重點任
務，研究針對性舉措，科學精準靶向整治，動真
碰硬、務求實效。

習近平指出，紀律是管黨治黨的“戒尺”，
也是黨員、幹部約束自身行為的標準和遵循。要
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黨規制定、黨紀
教育、執紀監督全過程都要貫徹嚴的要求，既讓
鐵紀“長牙”、發威，又讓幹部重視、警醒、知
止，使全黨形成遵規守紀的高度自覺。每一個共
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都要牢固樹立黨章意識，
更加自覺地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
護黨章，用黨章黨規黨紀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增強紀律意識、規矩意識，進一步養成在受監督
和約束的環境中工作生活的習慣。

堅決防止政商勾連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
習近平強調，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

雜，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務依然艱巨。必須
深化標本兼治、系統治理，一體推進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要在不敢腐上持續加壓，始終保
持零容忍震懾不變、高壓懲治力量常在，堅決懲
治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堅決查處政治問
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堅決防止領導幹部成
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堅決
防止政商勾連、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破壞政治
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要對比較突出的行業性、
系統性、地域性腐敗問題進行專項整治。要在不
能腐上深化拓展，前移反腐關口，深化源頭治
理，加強重點領域監督機制改革和制度建設，健

全防治腐敗滋生蔓延的體制機制。要在不想腐上
鞏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強
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涵養求真務實、團結奮鬥
的時代新風。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
貫通起來，三者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
力，把不敢腐的震懾力、不能腐的約束力、不想
腐的感召力結合起來。進一步健全完善懲治行賄
的法律法規，完善對行賄人的聯合懲戒機制。嚴
厲打擊那些所謂“有背景”的“政治騙子”。

把純潔思想純潔組織作為突出問題來抓
習近平指出，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

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黨委（黨組）要發揮
主導作用，統籌推進各類監督力量整合、程序契
合、工作融合。要持續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
做實專責監督，搭建監督平台，織密監督網絡，
協助黨委推動監督體系高效運轉。要把巡視利劍
磨得更光更亮，勇於亮劍，始終做到利劍高懸、
震懾常在。

習近平指出，紀檢監察機關是推進全面從嚴
治黨的重要力量，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必須忠
誠於黨、勇挑重擔，敢打硬仗、善於鬥爭，在攻
堅戰持久戰中始終衝鋒在最前面。要堅持以黨性
立身做事，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勇於自我革命，
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一線砥礪品格操
守，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中彰顯擔當作為，在
各種風險挑戰中築牢堅強屏障。要增強法治意
識、程序意識、證據意識，不斷提高紀檢監察工
作規範化、法治化、正規化水平。要完善內控機
制，自覺接受各方面監督，對紀檢監察幹部從嚴
管理，對系統內的腐敗分子從嚴懲治，堅決防治
“燈下黑”。要結合即將在全黨開展的主題教

育，把純潔思想、純潔組織作為突出問題來抓，
切實加強政治教育、黨性教育，嚴明法紀，堅決
清除害群之馬，以鐵的紀律打造忠誠乾淨擔當的
鐵軍。

李希在主持會議時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
重要講話，深刻分析大黨獨有難題的形成原因、主
要表現和破解之道，深刻闡述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
系的目標任務、實踐要求，對堅定不移深入推進全
面從嚴治黨作出戰略部署。講話高屋建瓴、思想深
邃、內涵豐富、論述精闢，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指
導性、針對性，是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根本遵
循，是新時代新征程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根
本指引。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
神，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進一
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
“兩個維護”，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進
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
大工程，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
起好步提供堅強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是
二十屆中央委員的其他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中央
軍委委員出席會議。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央和國家機關
各部門、各人民團體主要負責同志，軍隊有關單
位主要負責同志等參加會議。會議以電視電話會
議形式舉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以及軍隊有關單位設分會場。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
次全體會議於1月9日在北京開幕。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持會議。9日下午李希代表中
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題為《深入學習貫
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在新征程上堅定不移推進全面
從嚴治黨》的工作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

9日上午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

要講話。他強調，要站在事關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

全面從嚴治黨作為黨的長期戰略、永恒課題，始終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發

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遠吹衝鋒號，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長期堅持

下去，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要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並重，堅

持“三個區分開來”，更好激發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奮

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的濃厚氛圍和生動局面。

◆1月9日，習近近平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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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禪寺普德精舍中臺禪寺普德精舍20232023年年11月月2121日將舉行法會日將舉行法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台禪寺德州分院

普德精舍治寺嚴謹，信眾眾多，聲譽日隆。
禪院每週都有講經打坐課程，並且定期舉辦
法會為大眾祈福、傳揚佛法。
阿彌陀佛各位護法居士，吉祥平安！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 2023 年 1 月 21 日
（星期六）上午9:30至下午2:30 將舉辦20
週年慶現場祈福法會。

法會報名截止日期：2023年1月20日 (週
五) 中午 12:00前

此次法會牌位登記的截止日期為2023/1/
16(週日), 法會的前一週。若您在截止日期後
登記，您的登記將會納入下一場法會。每人
一場法會限登記20張牌位(消災與超薦合計)
。請至精舍登記牌位。

年度光明燈與新春福慧燈已開放線上登
記，請按以下超鏈接。

https://linktr.ee/ctzenhouston
祝福您萬事吉祥，法喜禪悅!
祈願十方檀越善信，同霑法益，共襄盛舉。
古德雲： 『念佛一句，福增無量；禮佛一拜，罪滅河沙。

』
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上、工作上，都可能因起無名煩

惱而造作不善業。更有因過去的業障，而陷入目前的困境當中

。
如何懺悔？能知過、改過、 放下心中的包袱 ，以覺悟的

心不再造罪，才是最為重要而根本的滅罪增福之道。
中臺禪寺德州分院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聯繫電話：(281) 568-1568
地址：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特會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特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使徒教會在2023年

新年到來之際，特別邀請了全美著名的具神奇醫治
恩賜大能的獨立傳道人弗拉蒂 克拉克（Freddie
Clark）到休斯頓地區舉辦一場醫治特會。

時間：元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三年，星期六，
下午一點整
（January 28, 2023, Saturday, 1 pm）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second floor）， Houston, Texas, 77072
電話： 713 398 2583
網址： www.houstonapostoilc.org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從事神奇

的醫治事工已有五十多年了，成千上萬的不同種族
不同背景的人們從患有千奇百怪的疾病：癌症，頭
部疾病，心肺疾病，血液疾病，聾啞疾病，小兒自
閉症到普通的背，腿，腳疾病，因他蒙主耶穌所賜

的醫治恩賜的大能，得到了完全的醫治
。
休斯頓地區的一位牧者，二十年多前因
得了一種奇怪的癌症（醫生無法診斷）
被醫院告知只能再活三個月，他的教會
剛好邀請了弗拉蒂 克拉克舉行醫治特會
，經過克拉克弟兄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醫治禱告，這位牧者不僅完全康復，而
且直到今天仍然健康地服侍神。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從事醫治事工有一個很神奇的特點應
證他的醫治恩賜來自獨一的真神—主耶穌基督：他
舉行醫治事工特會時，你不需要告訴他你有什麼疾
病。聖靈會啟示給克拉克弟兄，在特會中叫某個人
站出來，並當眾說出此人的疾病名字及症狀。然後
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為此人禱告醫治。數不清的人
當場就得到醫治，也有許多人回家以後在不同的時
間段得到完全的醫治。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瘟疫尚未消失，許多人因得
了新冠，或因新冠疫苗的副作用造成了愈多疾病與
並發症之時，休斯頓使徒教會特別舉辦了這次醫治
特會來幫助我們的華人同胞，彰顯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慈愛，大能與榮耀。歡迎您本人以及所關愛的家
人不要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特別是那些患了醫生
不能完全治癒的疾病，來經歷全能的上帝--獨一的
真神的奇妙大能--他的名字叫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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