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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26日綜合
外電報導）美國官員今天宣布，
聯邦調查局（FBI）駭入利用勒
索軟體作案的活躍犯罪集團Hive
，阻止他們的行動，拯救約300
名被害人、擋下約 1.3 億美元
（約新台幣39億元）贖金支付
。

路透社報導，美國司法部長
賈蘭德（Merrick Garland）、副
部長摩納可（Lisa Monaco）與
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to-
pher Wray）共同宣布，政府的
駭客闖入Hive的網絡加以監控
，並暗中竊走可解開遭Hive鎖
住受害團體資料的數位鑰匙。

摩納可告訴媒體記者： 「我

們使用合法手段，對駭客使出駭
客攻擊。我們用Hive的武器來
對付他們。」

Hive遭到瓦解的消息，最早
在今天上午傳出。當時Hive的
網站內容被一段閃爍的訊息取代
，當中寫道： 「聯邦調查局查封
了這個網站，這是聯合執法行動
打擊Hive勒索軟體的一環。」

Hive是各式各樣網路犯罪集
團中犯案次數最多之一，它藉由
將跨國企業的資料加密鎖住來進
行勒索，要求這些企業支付巨額
加密貨幣來贖回資料。

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與
Hive有關人士的網路犯罪行為，
在全球受害企業多達1300餘家

，勒索得逞的贖金總額估計達到
1億美元（約新台幣30億元）。

聯邦調查局在聲明中還說，
被Hive鎖定的團體已增至1500
家，而由於美方幹員駭入Hive
的網絡，成功擋下共計約 1億
3000萬美元的贖金。

網路安全公司 Emsisoft 的
加拿大研究員凱洛（Brett Cal-
low）表示，2022年駭入美國政
府組織、學校和醫療衛生單位的
案子中，至少有11件與Hive有
關。

凱洛在電子郵件中說：
「Hive是目前最活躍的（駭客）

集團之一，甚至可能是最活躍的
一個。」

美國駭入勒索軟體犯罪集團美國駭入勒索軟體犯罪集團HiveHive 擋下擋下3939億元贖金億元贖金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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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血腥殺戮為那椿血腥殺戮為那椿----
加州中國城屠殺案給我們的啟示加州中國城屠殺案給我們的啟示

農曆兔年春節到來之際,我們大家無不
期許: 兔年既能兔(突)飛猛進, 又能揚眉兔(吐)
氣, 並且還能在兔年行大運! 但是, 很不幸的
事是,癸卯兔年大年初一就傳來了加州蒙特
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華裔槍手血洗
華人”舞星大舞廳”, 致使11人陳屍舞池, 9
人重傷的 慘案, 而正當警方尚在密切調查命
案原因之際, 北加州半月灣（Half Moon Bay
）竟又相繼傳來另外兩椿涉及7條人命的華
人血腥命案, 兩名華裔凶神惡煞在虎年兔歲
交際時分一共槍斃了18條生命, 真是匪夷所
思! 人命關天, 此不幸事件轟動全美國,主流
媒体大幅報導, 引發了全球的關注, 拜登總統
還下令所有聯邦機構降半旗哀悼受害者。

由於此次事件的兩位加害者(一畏罪自
戕身亡,一位遭到逮捕)與絕大多數受害死者
皆為華人, 所以我們可以完全排除了是華裔
遭受其他族裔歧視的仇恨殺害事件, 換言之,
是屬於我們美國華人社區自己造成的殘酷事
件, 令人十分不解的事是,到底會有什麼深仇
大恨, 這兩位已經有六七十歲的華人殺手非
要致人於死地呢？更何況絕大多數人都是無

辜的受害者, 他們如何能夠做出這麼殘酷的
手段呢! 由於他們兩個兇手真的慘無人道, 不
但害死了那麼多人,更把華人在美國的的形
象破壞無遺, 所以他們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
與睡棄!

我們華人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求學與定居
,不就是為了求得一個更好的生活水平與居
家環境嗎? 華人一向給大家的印像是勤奮向
上、並且樂於助人, 與人和諧相處, 如今在洋
邦異地竟然發生了這麼嚴重的華人殘殺事件
, 真是讓我們感到痛心, 遺憾与羞愧!

另外,更不幸的事是,這一次發生命案的
蒙特利公園市是華人移入人口最眾多的美國
城市, 由於大量的華人移入而使當地純正的
美國人深感不滿, 許多人甚至因此搬離該城
市, 有一位憤世忌俗的美國居民曾經在媒體
上大聲呼籲:” 最後一位離開蒙特利公園市
的美國人不要忘記把美國國旗帶走!” 這是
對華人多麼憤怒而沉重的指控啊, 如今我們
卻在這裡發生如此重大的血案, 我們內心的
悲痛與自責真是無以復加, 就讓我們大家一
起深切的檢討吧!

【綜合報道】聯合國負責人道主義事務的官員1月25日表示，阿富汗塔利班
將製定有關女性參與人道主義工作的新規。去年12月，塔利班下令禁止女性為國家和
國際層面的非政府組織工作。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聯合國主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人道主義
事務協調廳緊急救濟協調員馬丁•格里菲思（Martin Griffiths）25日稱，在喀布爾，
他與塔利班的多名部長級官員進行會談，收到了“令人鼓舞的回應”。儘管塔利班尚
未撤銷有關阿富汗女性禁止為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命令，但他們計劃起草新的指導方針
，允許阿富汗女性參與一些人道主義援助工作。

格里菲思強調，“如果女性無法參與人道主義行動，我們就無法觸及到需要幫助
的婦女和女童。在世界各地的人道主義行動中，婦女和女孩是最脆弱的。”“他們
（塔利班官員）告訴我，將在適當的時候發布新規，希望這有助於加強婦女所能發揮
的作用。”

據半島電視台25日報導，聯合國在今年1月已兩次派團前往阿富汗，敦促塔利班
政府撤銷最近限製女性權利的兩項法令，包括禁止女性為非政府組織工作和禁止女性
接受大學教育。上週，聯合國副秘書長阿明娜•穆罕穆德說，在她與塔利班官員會談
過程中，爭取女性權利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聯合國官員聯合國官員：：塔利班將製定阿富汗女性參與人道主義工作的新規塔利班將製定阿富汗女性參與人道主義工作的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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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峰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板，最近由于

生意不景气，心情烦，压力大，不知不觉，竟

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这天，妻子张婷去小区对面的诊所配了点安

眠药，晚上，她端着水杯对丈夫说：“医生说头

两天一次吃四粒，等症状好转了再减量。”

李祥峰接过杯子，便将药吞了，正准备上床

睡觉，手机却响了，屏幕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固定

电话，一接才知道是他的助理周皓打来的。

周皓慌慌张张地说：“李总，公司失火了

！三栋大楼全烧起来了，你快来看看吧！”李

祥峰一听，抓起床头的车钥匙就往外赶。等张

婷从卫生间里出来时，他早已夺门而出了。

李祥峰急火攻心，一路狂踩油门，很快赶

到了公司。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公司好好的，

一粒火星都没看见。他向值班保安询问，保安

说一切正常，没任何事情发生。

李祥峰只得疑惑地回到了自己的车里，但

他并没有马上发动汽车回去，而是失魂落魄地

坐着，苦苦思量着前后发生的事情。过了半晌

，他才浑浑噩噩地开车回去了。然而，在一个

三岔路口，他没能注意到一辆转弯的卡车，一

头撞了上去……

此时，张婷见丈夫迟迟未归，独自在家焦

急地等待着。突然，她的手机响了，是李祥峰

的哥哥李祥山打来的。李祥山也是位成功的企

业家，经营着一家医院。李祥山告诉张婷，李

祥峰在从公司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目前人已

送到他的医院进行抢救，希望张婷迅速赶去医

院。

张婷挂了电话，立刻打车往医院赶。等她

到了医院，与李祥山一碰头，才知丈夫的伤情

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透过ICU病房的玻璃墙

，她看到昔日生龙活虎的丈夫，直挺挺地躺在

病床上，各种管子插了一身。

李祥山告诉张婷，李祥峰由于车祸导致脑

部损伤，恐怕会陷入长期昏迷状态。

“长期昏迷状态？”张婷哭着说，“这不

就是植物人吗？”

“坚强一点！”李祥山沉重地拍拍张婷的

肩膀，“还有一件事想问你一下，最近祥峰是

不是失眠啊？因为医生在他的血液中检测出了

安眠药的成分。”

张婷不住地抽泣着，断断续续地回答了李

祥山的话。李祥山似乎有些埋怨：“你既然知

道祥峰已服用了安眠药，为什么还让他开车出

门？”

张婷委屈道：“不是我让他出门，是有人

打电话找他，好像有万分紧急的事。他接完电

话就往外冲，当时我正在卫生间刷牙，等我反

应过来，他早就没影了。”

李祥山气得团团转：“必须找到那个打电

话的人，他得负责任！”说完，李祥山似乎想

到了什么，匆匆跑开了。不一会儿，他拿着李

祥峰的手机回来了，让张婷好好查查当时是谁

打来的电话。

张婷翻看通话记录，屏幕上显示是个陌生

的固定电话，根本猜不出是谁打来的。然而很

快，张婷便有了新的主意：

“祥峰深夜外出，肯定是公司

发生了什么急事，我打电话叫

他的助理过来。”就这样，张

婷拨通了周皓的手机，让他速

到医院来。

半小时后，周皓气喘吁吁地

赶来了，听完车祸始末，他悲

痛地说：“张姐，这个固定电

话我也不认识啊。据我所知，

公司运行正常，没出什么事啊

。”

“这就奇怪了，”张婷自言

自语地说，“到底是谁打来的

电话呢？”

李祥山不耐烦地说：“算了

，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来调

查此事。至于祥峰嘛，事情既

然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

。治疗上我会想办法的，护理

方面你也无需过多操心，现在

祥峰的公司正面临困境，企业运营就要劳你多

费心了。”

张婷本来就对祥峰的出事心存愧疚，现在

又听兄长说得诚恳，眼泪又止不住下来了。

第二天，警方开始介入此事，公司保安的

证词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警方认为，是有人向

李祥峰谎报火情，李祥峰才会深夜驱车赶往公

司查看。现在，最为紧要之事，就是查清到底

是谁打的电话、撒的谎。

很快，警方便查明了固定电话的所在路段

，可那里树木茂盛，遮天蔽日，多个监控都没

能拍到电话亭的画面，更别提打电话的人了。

之后，警方又排除了卡车司机谋害李祥峰的可

能。至此，案件线索全部中断，调查陷入僵局

。

然而一个月后，周皓却收到一条陌生号码

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我知道那天晚上是你

打电话给李祥峰的。周皓的心立刻被揪了起来

，他问：你是谁？

对方回复：我是目击者。

周皓越发紧张了，他气急败坏地打了一行

字：无凭无据，别血口喷人！

对方回道：两年前，你应聘成为李祥峰的

助理。由于你长得帅，嘴巴甜，不仅赢得了李

祥峰的信赖，还骗取了他夫人张婷的感情。你

俩为了长相厮守，霸占李祥峰的财产，便想出

了这条计谋，先让张婷买安眠药，以医嘱之名

，超剂量地让李祥峰服用，然后你再打电话谎

报火情，引李祥峰出门。李祥峰在路上药性发

作，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真是精彩啊，这出好

戏除了李祥峰没能当场身亡之外，一切都完美

上演了。

此时的周皓已经吓得浑身冰凉了，但还是

咬牙坚持：我说了，无凭无据，别血口喷人。

很快，他的手机又连续收到几十张高清照

片。照片里，他与张婷如胶似漆。周皓面如死

灰，强烈的恐惧快让他窒息了。他终于选择向

对方妥协：你想怎样？

对方回复：明天晚上十二点，拿十万元现

金，到中山公园桃花亭前。我穿黑色风衣，戴

鸭舌帽、太阳镜。至于你嘛，我认识你，所以

，别耍花招。

事到如今，周皓已经无路可退。第二天，

他匆匆筹集了十万元现金，如约来到桃花亭前

。

不久，一个身穿黑色风衣、头戴鸭舌帽和

太阳镜的陌生男人出现了。那人问：“钱带来

了吗？”周皓将一袋子现金递上：“你数数吧

。”

就在这时，周皓身后的树丛里，又同时出

现了两个人，他们悄悄从两侧包抄，突然抓住

了周皓的胳膊，喊了声：“别动！警察！”

在公安局里，周皓见到了张婷，更令他感

到意外的是，李祥峰竟也好端端地坐着。

周皓吃惊地看着他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在医院里昏迷着吗？”

李祥峰淡然道：“别忘了，医院是我哥开

的，大家配合演一出昏迷的好戏还不简单？要

不是装昏迷，我怎么可能拍得到那些照片？”

“可那场车祸……”周皓的眼里已满是绝

望。

“车祸不假，”李祥峰平静地说，“不过

是我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以三十码的时速。那

晚，当我看到公司安然无恙时，我就恍然大悟

了。安眠药、火灾电话，根本就是一个阴谋！

之后，我不过是将计就计而已……”

一旁的张婷终于忍不住了，她流着眼泪说

：“祥峰，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是我对不住你。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什么事？”李祥峰面无表情地说。

张婷哭着问：“你知道我买的这种安眠药

，药性有多强吗？当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说

最多只能吃半片，而我一次让你吃了四片，你

怎么可能一路保持清醒？”

李祥峰微微一笑，扭头看看身边的警察说

：“警察同志，你能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

警察点点头，对张婷说：“你说的那个医

生，因为卖假药，已经被我们抓了。”

百密一疏

法國月底新一輪大罷工又來了法國月底新一輪大罷工又來了，，各行各業均參與各行各業均參與
【綜合報道】在1月19日的大罷工結束後，我們就給大家預告過數個工會聯合宣佈在月底

開啟第二次罷工潮的事情，下次全法大罷工的時間定了！
一周過去了，想必各大公會也是進行了充分的動員，成果頗豐，那麼截至目前有哪些行業已經
決定參加動員了呢？ 1月31日當天的罷工又是否會和上週的一樣聲勢浩大？今天就給大家先簡
單地總結一下。
鐵路部門

雖然目前我們並不知道月底的鐵路交通會收到多大程度的干擾，但是SNCF的工會四巨頭
（CGT Cheminots, SUD Rail, Unsa Ferroviaire和CFDT Cheminots）仍然在不遺餘力地鼓勵員
工的大規模參與。

不過工會們這一次可是抱著打持久戰的心態來罷工的：CGT Cheminots和SUD Rail兩個公
會已經提議在2月7日和8日再進行一次連續兩天的大規模罷工，他們甚至已經設想從2月中旬
開始，進行以24小時為單位的多次罷工，以此帶動其他行業的聲援。
法蘭西島交通部門

作為交通行業罷工的先鋒隊伍，RATP的工會聯合會也在昨天呼籲員工參加月底的罷工來反
對退休金改革，並開始考慮在2月1日起繼續開會商討來後續行動。至於1月31日當天的交通
中斷情況，RATP官方會在前一天放出具體通知。
教育部門

在罷工這塊，教育行業的表現的也是非常積極：各大工會的目標是讓1月31日的罷工規模
遠遠超過1月19日，他們希望團結一致並讓政府撤銷改革計劃。 Sud Éducation工會更是野心
勃勃地提出要從31號開始進行多次罷工。

根據教育部上週的數據，在1月19日當天，將近一半的小學教師和三分之一的中學教師都參
與了罷工，很多學生組織也積極地加入了這一運動，月底的罷工很有可能再次影響到學生們正常
的課程安排。
能源部門

比起大部分的工會，能源部門的員工們顯然不想等到月低才開始抗議行動：CGT Pétrole工會
已經呼籲從今天起罷工48小時，從2月6日起罷工72小時，不過這個時間點和SNCF的計劃不謀
而合。

目前工會暫時沒有宣布罷工的具體規模，但是罷工有可能會造成數小時的供電中斷。
當然了，在1月31日的罷工中，我們也會見到一些之前沒注意過的新面孔：滑雪場纜車員工的兩
個主要工會，Force Ouvrière (FO) 和CGT已經提交了1月31日的罷工通知，並呼籲員工在二月再
次進行一次罷工行動。

不過相比於其他部門，滑雪場的工作人員還是比較體諒公司的艱難處境，在罷工結束的第二
天，滑雪纜車就會恢復正常運行，罷工對度假旅遊的滑雪者幾乎不會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不過，在一眾堅決反對養老改革的隊伍中，大家還是注意到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身影：
就在今天上午，巴黎市長Anne Hidalgo宣布將在1月31日關閉市政府一天，以聲援當天的罷

工行動。

一方面這是在呼應其他左派政黨的呼籲；而另一方面，Anne Hidalgo本人也對新政持否定態
度。

她認為這是一種披上改革外衣的“倒退”（une régression appelée réforme），考慮到這一
政策對女性以及重體力勞動者的負擔，她並不認為這樣的決策是合理有效的。

作為法國社會黨的成員，這位市長在針對巴黎的各種問題上做出過很多不太受歡迎的決定，
也是收穫了法國人非常兩極分化的評價。

像這次她關閉市政府的突然決定也被共和黨批評是“哄人的花招”（gadget）和“典型的巴
黎市長行為”（typique de la mairie de Paris）。

不過，鑑於這麼多的部門都已經給出了明確的表態，可以確定的是，1月31日的罷工絕對不
會到此為止，不管是交通還是能源部門都已經表達了要在2月繼續行動的堅定意願，接下來的這
段時間也一定會有新的罷工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的全國性罷工浪潮中，SNCF和RATP的持續性抗議行動讓政府不
得不撤銷了養老金改革，這一次工會在和政府的硬碰硬中能否大獲全勝仍然是個未知數，估計現
在最頭疼的還是小馬哥吧。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做好近幾個月出行受影響的心理準備，隨時關注官方給出的信息更新
，希望罷工能夠盡快結束，大家的生活也能夠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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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總理飛抵愛麗絲泉解決暴力危機
中部地區實施部分禁酒令

【綜合報道】澳洲總理Anthony Albanese將不支持為打擊愛麗斯泉的酒精暴力，會在澳大利
亞中部地區全面禁止飲酒，儘管原住民領導人警告說，需要緊急 “積極的區別對待”，以保護陷
入困境的家庭和企業。

總理週二支持北領地政府採取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計劃，即在周一和周二實施外賣酒類禁令，
並實行每人每天買一次酒的限售，但他說必須就未來的行動諮詢社區，因為 “人們需要得到尊重
”。

因為由酒精引發的青少年暴力、持械搶劫和嚴重襲擊事件激增，Albanese先生飛往愛麗斯泉
，與社區領袖和警察官員進行危機會談。然後他宣布新任命的澳大利亞中部地區主管 Dorrelle
Anderson將有一周的時間來就可能的進一步酒精限製做出報告。

除了2500萬澳元的資金承諾支持社區組織外，澳大利亞中部地區的長期酒精管理計劃將考慮
強制實施北領地政府所實行的選擇退出（ opt-out）而非選擇加入的製度。

據悉，警方和原住民領袖認為酒精是愛麗斯泉市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但Albanese先生說還
有 “與就業和機會有關的問題，關於服務提供和社區投資的問題”。

Albanese先生還將他推動的憲法規定議會的原住民發言權與改善澳大利亞中部原住民社區的
未來結果聯繫起來。

“Dorrelle（(Anderson）將……在2月1日向我和（北領地）首席部長（Natasha Fyles）匯報澳
大利亞中部地區酒精限制潛在變化的實施情況，包括可能轉向選擇退出的情況，而不是已經適用
的選擇加入，”Albanese先生說。

“這些都是複雜的問題，它們需要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這不會是立竿見影的，而是需要不
同級別的政府一起工作。

“我也希望能適當地諮詢社區。人們需要得到尊重。（在會議上）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這
個問題不僅僅是關於酒精。”

愛麗斯泉市市長Matt Paterson說，他不確定Albanese先生的回應是否是 “正確的斷路器”，
也不相信這能阻止兒童 “深夜在街上游盪”。

“這讓我大吃一驚，這就是我們能想出的最好的辦法，”Paterson先生說：”有兩個對話正在
發生：一個關於酒精，一個關於孩子。不知何故，它已經被交織成一個對話。今天並沒有真正解
決孩子們的問題。

“我不知道所採取的措施是否是幫助孩子們離開街道並進入安全場所的直接措施。
“我們是否會看到更多迫切要喝酒的人破門而入？我們是否會看到那些迫切要喝酒的人發起

更多的突然襲擊？”
在宣布立即採取措施禁止週一和周二的外賣酒，並限制其他日子的服務時間——只允許在下

午3點和晚上7點之間賣酒——之後，北部省首席部長Natasha Fyles承認”不是每個人都會高興”
。

“社區呼籲政府站出來
，介入並幫助提供一系列
解決方案和試驗，這就是
我們要做的，”首席部長
說。

“但作為交換，我要求
社區與我們合作，”Fyles
女士說。

“圍繞酒精政策和減少
社區傷害的措施，我們比
任何其他政府做得都多，
但我們需要給社區以喘息
和支持。而且我們需要立
即這樣做。我們將引入每
人每天一次（酒精）交易

。而且我們能夠通過被禁止飲酒者登記冊立即做到這一點。這些都是減少我們社區內酒精數量的
措施”。

聯邦和領地政府將在愛麗斯泉市外設立設施，以支持高危兒童和家庭，幫助兒童 “與他們的
家庭在一起”。

在會見Albanese先生之前，澳大利亞中部原住民大會（Central Australian Aboriginal Congress ）
衛生服務負責人Donna Ah Chee說，必須重新實行禁酒令，因為酒精造成了這場危機。在愛麗斯
泉居住了36年的Ah Chee女士說，她從未感到如此不安全，在四天內她的家被闖入兩次後，她感
到很害怕。

“我當時正在看電影，聽到一聲巨響……我跳起來，聽到第二聲巨響……我走到廚房，實際
上是我的窗戶。它被完全砸碎了，”Ah Chee女士告訴天空新聞。

Ah Chee女士說，她與這兩名入室者面對面，這兩人對她大喊大叫，要她給他們酒精。她說
，一個北領地原住民團體聯盟在去年5月就曾預測，當7月17日 “更強大的未來 “（Stronger Fu-
tures）立法和酒精限制結束時，將出現由酒精引發的犯罪浪潮。

當被問及去年在一些原住民社區取消的禁酒令是否如Fyles女士所描述的那樣是基於種族的，
Ah Chee女士說：”我們一直說的是存在積極的歧視，它被稱為特別措施……那麼兒童和婦女的
權利呢……被毆打女性的權利這些怎麼辦呢？”

澳大利亞原住民部長Linda Burney說，限制外賣酒的銷售”無比重要”。
“我們在這裡是因為社區有採取行動的願望，而我們已經對此作出了回應，”Burney女士說

：”街頭青年的問題和由酒精引發的暴力問題是真實的。讓我們不要假裝它們不是。”
Albanese先生說，所採取的行動是在 “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澳大利亞人之間在健康結果、住房

結果、預期壽命、監禁率方面存在的差距 “的背景下進行的。 ”如果一切工作都很順利，那麼我
們就應該繼續以同樣的方式做下去，”他說。 ”議會的原住民之聲的作用是有一個代表機構，能
夠向議會和政府宣傳並提供建議。這就是它的全部作用。”

北領地警方已經在愛麗斯泉逮捕了300多人，並發出了500多份違規通知書，作為針對該鎮反
社會行為的“德里納行動”（Operation Drina）的一部分。

警察局長Jamie Chalker說，對於這些使愛麗絲泉鎮陷入困境的問題，澳大利亞不能 “用警察
來解決這些問題”。他說，對廢除 “更強大的未來 “立法的影響進行的6個月的事後調查顯示，
自這項修改以來，不僅與酒精有關的傷害增加了，而且遊客也增加了，”這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
這裡更容易獲得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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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1940-1973），中文本名李振藩，英

文名Bruce Lee，是中国近现代以来闯荡西洋，

文武合一，学贯中西，极富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

的一位伟大的中国武术家、国际现代搏击教父级

领袖人物和国际功夫文化文化现象级传播大师。

作为名震全球的现代中华武道——截拳道的

创始人，国际级武影双星，世纪级“英雄与偶像

”，李小龙的成就堪称前无古人，尚无来者。凭

借颠覆性的武道变革和四部半真功夫电影，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他曾绝无仅有的以一己之力

掀起全球“功夫热”，推动中国武术、中国功夫

电影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他曾绝无

仅有地以一己之力在武术和功夫电影两个领域推

动全球化的革故鼎新，深远且永久地影响和改变

了武术世界和功夫电影世界，重塑了全球现代武

术发展新生态，推动了世界武术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

出生于西洋 成长于香港

李海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著名粤剧

“四大名丑”之一。为筹集经费支持国内抗战，

李海泉曾携妻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

，在此期间，1940年11月27日，他的第二个儿

子李小龙，于中国龙年龙时出生在美国旧金山

（三藩市）东华医院。

根据美国法律，李小龙一出生即获得了美国

国籍，而据当年中国国籍法和港澳相关国籍管理

法律条例，中国血统的李小龙一出生亦自动成为

中国公民，拥有中国国籍。

1941年2月，或许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3

个月大的婴儿李小龙出现在由关文清编剧，伍锦

霞导演的粤剧片《金门女》中，身不由己地完成

了他的银幕首秀，从此与电影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

1941年5月，李小龙随父母返回香港，直到

他18岁成人，李小龙在香港接受了完整的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熏陶，完成了一个文化中国

人的最基本的教育塑造。在此期间，出生于演艺

之家的李小龙利用学生假期，通过客串或以配角

和极个别主角形式参加了一系列的香港电影拍摄

，成为当时香港知名的影视童星。

五十年代拥挤的香港，社会环境复杂纷乱，

为了打架取胜和防身自卫的需要，李小龙十三岁

开始接触、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并因此找到了他

一生的挚爱和人生动力源泉。在经过四五年迹近

武痴一般的传武专业训练，以及大量的街头打架

，天台传武拳手之间的比武讲手之后，李小龙迅

速成长为一位主修咏春，兼融蔡李佛、螳螂拳、

北派腿功等绝技，实战能力超卓的中国青年传统

武术家。

1958年，对李小龙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年份，

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3月，李小龙击

败三连冠的白人冠军盖里· 艾尔姆斯，夺得全港

校际拳击冠军，同年，与其弟李振辉搭档，获得

全港恰恰舞公开赛青年组冠军。还是在这一年，

李小龙接受了一个白鹤派传武拳手的挑战，天台

比武（因当时比武在香港属非法，因此拳手比武

多约在楼顶天台进行）。

据美国著名李小龙研究者约翰· 力特《武士

之心》一书记载，在天台上，当李小龙脱下外套

准备迎战时，对手突然偷袭了他，由此成功的激

怒了李小龙。比武结果，李小龙不仅踢落了对手

的一颗牙齿，还将对手重击至昏迷。事情终于闹

大，警察找上门来，让李小龙父母对这个学业极

糟糕又常惹是生非的孩子的前途大感担忧，他们

终于下决心要将李小龙送到他的出生地留学 ，

期望李小龙离开香港的人文环境后，能够浪子回

头，在异域有所改变，甚至闯出一番名堂。

1959年4月，怀揣母亲所给的100美元生活

费，告别家人和亲朋好友，李小龙在香港登上

“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只身一人，猛龙过

江，勇闯西洋，开始了他融合中西，改良传武，

引领现代武道革命，面向世界传播中华武道，为

中国文化，为中国人争取国际荣光的人生奋斗与

辉煌之旅。

永远的中国人

1959年5月， 18天的漫长航程之后，功夫

小子李小龙抵达三藩市。不久，前往西雅图进入

爱迪生职业技术学校补习高中课程，为考大学做

学业准备。

那年那月，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还十分严重

，很多在美亚洲人都恨自己不能是白人，但李小

龙却以自己身为中国人，练的是中国功夫而自豪

。“我是中国人”，每当遇到西方人询问“你是

哪国人”时，李小龙都会如此充满自信地告诉对

方。

在爱迪生高中，为推广中国功夫文化，李

小龙经常在校内外表演中国武术，坚持宣称当

年流行美国的空手道、柔道等日本武道均源自

中国武术，而两者相比，中国武术更加刚柔相

济，流畅若水。一天，李小龙的这番宣讲激怒

了现场的一位日本裔柔道+空手道黑带职业选

手Yoichi Nakachi，他公开向李小龙提出了挑战

。1960年11月，西雅图青年会手球场，在双方

陪同者的见证下，当挑战者狠狠踢出一记前踢

之后，他就彻底失去了攻击机会，李小龙用一

连串机关枪似的快速连环直冲，将他追打到后

退瘫软，再飞起一脚，就将这个日裔挑战者踢

至晕厥，用时仅11秒。

1961年3月，在香港学校中经历过留级、开

除的“坏小孩”李小龙，在所有了解他的亲友们

的一片惊讶声中，成功地考取华盛顿大学，最初

主修戏剧专业，大三时，为了有助于深入研究武

道思想，提升个人武学境界和人生智慧，李小龙

专门选修了心理学和哲学课程，这两个课程后来

成为李小龙一生围绕武学开展的两个重要的学术

研究主题，也成为李小龙实现思想解放，武学突

破，大破大立地推动传统武术现代

变革的重要的精神泉源。

1964年．大学毕业前夕，李小

龙同时迎来了他武术和电影事业的

重要的人生契机，而此时李小龙早

已为自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这一年8月，23岁的李小龙应

邀在美国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上

表演中国武术，出手非凡，技惊全

场。长堤演武结束后，李小龙获现

场一位来自好莱坞的专业人士杰

伊· 赛布林的推荐，1965年通过二

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试镜，进入美国

好莱坞影视圈，陆续获得演出机会

，包括一些幕后武术指导的工作，

那年那月，推动李小龙未来奇迹般

的以影弘武的专业机遇就这样偶然

而又必然地出现了。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好

莱坞能给李小龙的华人或亚洲人的

影视角色，无不充满西方人的种族

歧视或文化偏见。“在美国影视剧

中，中国人都留着长辫子，像猥琐

的猴子一样跳来跳去，被美国主角

催着快快快，眼睛还要被弄成咪咪

斜眼。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

1971年，当李小龙回港出演电影

《唐山大兄》一炮而红之后，李小

龙这样对前来采访他的加拿大著名

脱口秀主持人直抒胸臆。而此前在

接受美国《君子》杂志的采访时，

李小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当

（好莱坞）需要华人角色时，他总

是会被贴上歧视性的标签，你知道吗？...我的答

复是：‘让这些都见鬼去吧！’”

李小龙当然知道好莱坞的演出机会是世界上

无数人的梦想，但每次遇到类似机会宝贵的演出

邀约，李小龙也绝不会为半斗米折腰，因为这是

他作为一位中国人的原则和底线。

他曾坚定地对曾给予他试镜机会的好莱坞制

片人威廉· 多兹尔说:“如果你让我在剧中留着辫

子卑躬屈膝的为洋人服务，那就算了吧…我宁可

饿死,也不会将自己贱卖,我不会接受一些侮辱我

自己，我的民族或武术的工作”。

虽然，李小龙的好莱坞影视生涯充满坎坷，

但公正的说，那些帮助李小龙取得未来成功的电

影方面的专业能力，诸如专业的编剧、演出、武

术指导、电影拍摄，甚至于导演的综合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经验储备，大都得益于他在这个世界

最顶流的电影宝地的各种实际演出、观摩、训练

和学习。当然，也正是好莱坞的这段经历，让李

小龙更加坚定了要通过电影面向世界正确传播中

国武术、中国文化，以此打破种族偏见，搭建沟

通东西方彼此理解的文化桥梁，重塑中国人积极

正面形象的宏大志向。

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李小龙在他的真

功夫电影中体现出来的高度爱国精神和民族自

信，和他闯荡西洋时的现实生活表现是高度契

合，一脉相承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李小龙本

就是一位铁骨铮铮，以实力说话反对种族歧视

，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都是“将绊脚石当作

垫脚石”的勇往直前，绝不低头的真英雄。可

以说，李小龙在他的电影经典《精武门》中饰

演的“陈真”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正是李小龙现实生

活中强烈的爱国心、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在其

中真性情，真风骨的真流露。与其说李小龙是

在扮演“陈真”，不如说是在真实地表达他自

己，“陈真”在电影中发出“中国人不是东亚

病夫”的时代呐喊,其实正是李小龙当年在西

洋——无论是在武术界，还是在好莱坞，以各

种各样的类似语言所曾表达，并努力以行动去

证明过的。 （未完待续）

猛龙过江闯西洋：功夫之王李小龙的故事

未來世界人口增長靠哪些國家拉動？
倘若穿越到2100年，世界上最大的

城市也許不是紐約、上海，或許是尼日

利亞的拉各斯。

聯合國在去年11月15日宣布，全球

人口達到了80億的新高度。未來，世界

人口不會停滯於此，還會繼續膨脹，預

計在2037年達到90億。

從目前來看，非洲是世界人口增長

的主力軍。聯合國在《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預測，到2050年，全球新增人

口中超過壹半將集中於8個國家，即亞

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以及非

洲的埃及、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尼

日利亞和剛果民主國。

不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地區合

作室主任祝鳴向記者表示，非洲的人口

問題，挑戰大於機遇，很多國家就業崗

位不足，青年失業率高企，人力資源沒

有得到妥善應用，“人口紅利”並沒有

顯現。

印度人也不再熱衷“生娃”？
從20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葉，全

球人口的增長主要在亞洲。中國和印度

兩國人口均超過14億，兩國人口總和超

過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壹。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2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在今年4月中旬

，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人口

第壹大國。

針對印度人口有望超越中國的話題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主持例行記者

會時表示，中國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國，

勞動力資源較為充沛，兩國應用好人口

紅利，實現各自發展振興，並為人類未

來作出更大貢獻。

雖然印度人口在持續增長，但並

非以“人口爆炸”的態勢呈現。根據

印度衛生部在2021年 12月發布的調查

報告，印度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0，總

和生育率是指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

育的子女數。

通常認為，如果總和生育率長期低

於2.1，將無法實現人口更替，人口最終

會進入下降通道。但印度的人口總體

尚年輕，實現人口更替還需要很長的

時間，所以短期內人口不會減少，依然

會小幅增長。

同時在醫學發展和公共衛生進步的

推動下，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已大幅度提

高，這也推動了印度的人口增長。在半

個世紀前，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僅有50歲

左右。如今，已增加了近20歲。根據世

界銀行2020年公布的數據，印度人均預

期壽命達到69.89歲，但仍低於世界平均

水平。

非洲或經歷人口“爆炸”
根據聯合國的最新數據，非洲大陸

人口目前超過14億，約占世界總人口的

六分之壹。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非洲

就是世界上人口增速最快的區域，當前

非洲人口年增速高達2.5%，是全球平均

增速的3倍多。

到2050年，很多非洲國家的人口將

實現翻番，尼日利亞預計將壹躍成為世

界上第四人口大國，僅次於中國、印度

和美國。到本世紀末，非洲人口預計將

達到39億，占世界人口的40%。

預計到2100年，全球人口最多的三

大城市將都坐落於非洲，分別是尼日利

亞的拉各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金沙薩

和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這壹結論

是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全球城市研究

所(GCI)利用各國城鄉比例、城鎮化率、

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數據對未來城市規模

作出的預測。

祝鳴向記者表示，不少非洲國家

目前正在進行的是低質量的城市化，

倘若不吸取印度和拉美國家在城市化

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未來城市貧民窟

化，犯罪率高企的問題將繼續困擾這

些非洲城市。

聯合國表示，生育率高的國家往往

是人均收入低的國家。隨著時間推移，

全球人口增長越來越集中在世界上最貧

窮的國家，其中大多數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在這些國家中，持續的人口快速增

長可能阻礙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壹位尼日利亞學者對媒體表示：

“住房、道路、醫院、學校都在超負荷

工作，我們擁有的壹切都捉襟見肘了。”

同時，更多的非洲人口湧入城市，而當

地的農業無法相應地增加產量，就可能

引發糧食危機，這些都被認為是非洲人

口激增帶來的潛在風險與挑戰。

世界經濟論壇：能源危機的高峰過去了，但危機並沒有
綜合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能源與材料未來研究

部總監，能源專家羅伯特-博卡（Roberto Bocca）

在達沃斯對新浪財經表示，已經過去的是能源危機

的高峰期，但危機本身並沒有結束。對於2023年天

然氣短缺的問題，首先要看全球需求的增長節奏，

其次就是價格。

此次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中談及了三個關

於能源的話題：能源危機，能源轉型和能源獲取來

源。這三個話題彼此相關。能源危機加速了能源轉

型，能源來源並沒有被過多地談及，但是這壹點和

其他的生態系統緊密相連，比如與水源，食品和其

他壹些問題息息相關。

“我們最想推進的，就是根本的協作。這個協

作並不僅是是為了環境的原因，還有能源安全和能

源可負擔性。眼下最關鍵的，就是在過去幾個月的

能源危機，是否可以真正加速能源轉型的步伐。”

羅伯特-博卡對新浪財經表示。

“能源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保護氣候

的問題，還牽扯到能源安全和可負擔”，“已

經結束的是能源危機的高峰期，但危機本身並

沒有結束。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這個能源危

機會持續下去。所以我們需要增強自身應對危

機的彈性。”

同時博卡認為，在能源轉型的問題上，有壹個

問題很少提及，就是能源高效。現在我們有很多現

代科技可以用來提升能源的效率。

“我們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歐洲能源危機，第

壹就是現在歐洲的能源供應並沒有出現嚴重的危機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斷電。但從另壹個角度來看，

對於中低收入人群來說，的確是問題很大，會直接

影響他們的能源正常消費。就算沒有斷電，中低收

入人群也會因為成本的因素削減用度。”

博卡稱，這也釋放出壹個信號，讓大家意識到

能源是壹種很稀缺的產品。

“我們以前總是想當然的認為能源供應是大量

的，充足的，實際上並非如此。要提取和運輸能源

，並供應給千家萬戶，這都十分昂貴。所以我們應

該意識到能源的價值，並只在必須的時候最大程度

的使用它。”

除此之外，提升能源效率會成為解決能源危機

的關鍵。

“長期看來，希望可以讓每壹個單位的能源創

造的GDP翻番，這就意味著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空

間很大。現在提升效率還在進程中，尤其是在能源

危機發生之後。”

對於2023年天然氣短缺的問題，博卡認為首先

要看全球需求的增長。我們看到在全球其他地區有

很多的通脹問題，所以很多地區經濟增長可能會放

緩，甚至有可能進入經濟衰退。所以我們要觀察需

求面的走向。

至於天然氣的短缺問題，其實天然氣供應量很

大，重要問題在於價格而不是供應短缺問題。

最後，談到核能，博卡認為，他已經看到很多

國家，比如比利時就放慢了他們去核電的進程，法

國重新考慮要復活壹些核電站。現在關鍵就是德國

將如何做。

每壹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能源戰略，但在我

看來，中期內核能絕對是壹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因為現在很多新的科技正在提升核能的潔凈

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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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万象

从一个人开始的绘画之路

唐卡，指用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福建漆画，则是从依附于工艺美术脱胎成为纯艺术的架上绘画形
式。在福建省援藏工作队的努力下，它们融合产生了新的艺术形
式——唐卡漆画。

7岁开始学习传统唐卡，青年画师仁青郎加被称为唐卡漆画的
“第一人”。出身唐卡世家，仁青郎加从小就在父辈绘制的唐卡下
牙牙学语；长大后，他跟随曾祖父嘎玛德勒和父亲曲英江村一笔
一笔地学习绘制唐卡。

2018年，在昌都市文化局的委派下，仁青郎加来到厦门，参
加了福建省艺术馆在厦门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漆画高级研修班。
那是他第一次与漆画相识——“怦然心动！”哪怕时间过去许久，
他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漆画的心情。那时，他的内心如触电
般闪过一个念头：“这些东西如果拿来画唐卡，会是怎样？”

“出生地”相距千里，唐卡和漆画两种艺术形式有许多不同。
福建省青年画院特聘画师朱莉燕介绍，从颜色来说，唐卡用的是
牛骨熬的胶，而漆画用的是漆树的汁液，唐卡偏亚光，漆画更明
亮；在绘画语言上，唐卡主要采用渲染、叠加的手法，而漆画则
侧重研磨、黏贴、镶嵌等技法。

然而，不同之间孕育共通，差异之中存在互补。据朱莉燕介
绍，漆画的技法，会让唐卡在画面的立体感、空间感和材质对比
感上有更丰富的展现，借用漆的元素，唐卡材质变得更高级，表
现也更精美。

福建美术馆馆长邱志军认为，唐卡漆画的出现不是简单的
“跨界”或是工艺创新，而是一种当代美学的主动选择，它打开了
艺术样式的另一扇门。

尝试并不容易。漆画的创作材料是天然大漆，过敏是漆画初
学者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一次用漆画的手法创作唐卡，仁青
郎加需要跟大漆打交道，因为过敏，他的双手肿得无法弯曲，脸
也肿得通红。但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最终克服了过敏反应，创
作出自己的第一幅唐卡漆画作品。

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与肯定

在福建学习的过程中，仁青郎加又完成了自己的第二幅作
品。“第一次创作唐卡漆画，画作显得很稚嫩。第二幅作品经过认
真打磨，唐卡漆画的融合更加成熟，我觉得可以拿出去给更多人看
看了。”仁青郎加说。

这幅作品后来被推荐参加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乡野漆彩——
中国农民漆画展”日本东京站的展出。展会现场，四周人来人
往，仁青郎加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名男子来到这幅作品
前仔细端详。听了介绍，他问仁青朗加：“这画出售吗？什么价
格？”买下画作后，他还专门留下了仁青郎加的联系方式，希望以
后有机会继续购买他的唐卡漆画。

“看来，这项创新不但有人欣赏，还有一定的市场，这或许是
我可以探索的方向。”仁青郎加想。带着自己在福建创作的作品回
到家乡，仁青郎加向父辈们介绍了唐卡漆画和自己的想法。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仁青郎加的曾祖父嘎玛德勒非常开
明——看着仁青郎加的新作，他对这种新手法大为赞叹，对孙子
的尝试也表达了支持。但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仁青郎加的创作。一
些唐卡画师表示不理解：“传统唐卡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搞唐卡漆
画？”

“创新手法，是为了丰富唐卡艺术本身。传承了千年的唐卡，
可以有更多新门类，也能让更多人接受唐卡。”仁青郎加这样回
应。有人认可，有人怀疑。仁青郎加知道，得自己先干起来，“用
成绩说话”。

最大的支持来自漆画的故乡福建。听说了仁青郎加想要创作
唐卡漆画，福建省援藏工作队立即找到了这个年轻人，希望以唐
卡漆画为切口，推进文化产业援藏工作。

按照中组部开展“小组团”援藏工作的要求，福建省援藏工
作队同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艺术馆和昌都市文
化局组建“唐卡漆画文化产业小组团”，将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实
施的农民漆画艺术精准扶贫模式推广到昌都，培养唐卡漆画画师。

做大唐卡漆画朋友圈

2019年，作为文化和旅游部“春雨工程”项目之一，福建省
艺术馆与昌都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第一期闽藏唐卡漆画培训班。

仁青郎加在培训班里当起了助教。学员白马次仁让他印象深
刻：在实践环节，白马次仁选择了相对复杂的创作主题。为了能
按时完成作品并参加展览，白马次仁每天下课后都在教室加班绘
制。一天晚上两点多，仁青郎加发现教室的灯仍然亮着，他过去一

看，原来是白马次仁在专注创作。最终，白马次仁在35天的培训期
内如期完成了创作。这批作品后来都在昌都市博物馆展出。看着
画作前的观众，白马次仁笑容满面。

作为培训班教师的朱莉燕十分欣慰，“唐卡漆画的出现，是在西
藏播撒了漆画的种子，不久将会生根发芽。”

开办培训班，就是最直接的播种方式——近3年来，昌都已经
开设了8期唐卡漆画培训班，越来越多人开始投身唐卡漆画创作。

如今，仁青郎加手机里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里面都是各
地学习过唐卡漆画或者对漆画感兴趣的唐卡画师。昌都市各县的
画师们在这里咨询问题、分享作品、交换订单，每天都十分热
闹。“未来我们可以在昌都成立唐卡漆画协会，以体系化的方式推
动唐卡漆画发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仁青郎加说。

福建援藏干部、昌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李聆介绍，下一步，福
建省援藏工作队将以“唐卡漆画文化产业小组团”为抓手，持续
做大做强唐卡漆画文化产业。通过政府扶持、个人主动投资等方
式，昌都将持续举办“唐卡漆画技艺培训班”，设立唐卡漆画工作
室，培养更多融通理论和画艺的各类人才，并从中挖掘高水平绘
画人才，推出一批代表性画师，创作出更多精品画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认为，福建作为漆
艺大省，有着国内最为活跃的漆艺创作和经营团体。福建省艺术
馆在西藏昌都开展的唐卡漆画技艺培训，既是技术输出和文化帮
扶，也是一次互惠的文化交流。

闽藏协奏山海歌，唐卡漆画相映红。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文
化交流，共同铸就了开放包容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徐里认为，大漆艺术和唐卡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
现了穿越千年的“跨界碰撞”，诞生出唐卡漆画这一新兴的艺术形
式。大漆的温润、包容，与唐卡的圣洁、庄严，艺术性地融合在一幅
幅作品中，就如同民族之间感情的深度融合。

雪域高原的唐卡和大海之畔的漆画相互激扬，唐卡漆画成为新
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这是艺术与文明的融合，更是
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唐卡漆画从产生到壮大，凝聚着一批
又一批福建援藏干部的共同力量，它是民族的交融，也是传承的
创新。唐卡漆画相结合的艺术扶贫模式，帮助当地藏族同胞通过绘
画的融合，提升扩大了销路，改变了生活方式，为他们带来了更多收
入。”福建省援藏工作队领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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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福建省艺术馆艺术创作部副主
任何肃先，记者走进一个面积超300平方
米的大厅。这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卡若区的文创展示中心——唐卡漆画展
陈大厅，也曾是开展培训的“教室”。四
周桌子上，一幅幅大小不一的漆画摆放
有序。看着这些画作，这名福建援藏干
部瘦削的脸上难掩骄傲。

走近一幅画作细看，宽近 1米，高
足1米有余，画面是雪山，蛋壳、漆料等多
种原料在画布上有序排列，贡献各自的色
彩，绘就了一幅高原特有的日照金山景
色。据何肃先介绍，这是这期新参加培训
班的画师创作的。

参加培训的唐卡漆画画师，大多是
昌都从事唐卡创作中的年轻一代。在福
建省援藏工作队的积极推动下，唐卡漆
画在昌都落地生根 4年有余，先后已有
160多名本地画师参与其中。

▲ 唐卡漆画作品《天路》 仁青郎加作

▲ 唐卡漆画作品《白塔桃花风景图》 阿旺曲扎作

▲ 藏族青年画师仁青郎加 （右一） 在自己的工作
室指导学徒创作唐卡漆画作品。

▲ 在福建省援藏工作队大力支持下已建设完工
的昌都唐卡漆画基地。

（本文配图由昌都市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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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并不悬殊的大选

去年10月30日，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统计

过计票结果后宣布，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获得

了已统计的98.81%选票中的50.83%，得以战胜现

总统博索纳罗，时隔12年再次问鼎总统宝座。

尽管由于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中，卢拉

确实是在真心实意地给穷人谋福祉，但从投票结

果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在卸任后因贪腐指控而

坐了580天牢的卢拉此次并非“王者归来”。在

国内右翼势力已经颇成规模的状况下，他所要面

临的挑战其实相当严峻。

一方面，卢拉虽然在大选中险胜，但他所在

的劳工党并没能拿下几个经济和人口大州的胜利

，反倒是让博索纳罗的政治盟友们斩获了圣保罗

州、里约热内卢州以及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之

位。

另一方面，右翼执政联盟在国会选举中也一

举拿下了48%的席位，这就导致卢拉将来推行自

己的施政方针时，阻力会相当大。

大选中败北后，博索纳罗也和自己的“精神

偶像”特朗普一样，认为大选中存在舞弊现象，

拒绝承认大选结果。早在去年12月30日，自己

任期结束后的第三天，博索纳罗就搭乘飞机飞到

了美国佛罗里达，刻意缺席了卢拉的就职典礼。

而更巧合的是，特朗普在输掉2020年大选

后，就一直在自己位于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

园中常住，博索纳罗此番也选择佛罗里达作为自

己的新落脚地，反倒显得有点“线下追星”的狂

热粉丝意味。

“巴西国会山”事件发生后，面对着卢拉将

暴徒们称之为“狂热分子”和“法西斯”的指控

，博索纳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发表声

明，否认自己与此次暴力袭击事件有关，并表示

自己同样谴责这种暴行。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博索纳罗与这次事

件是否有直接关联，他的政治前途都会遭受不可

避免的打击，卢拉政府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合

理地打击国内的右翼和极右翼势力，一如目前美

国国内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尴尬处境。

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

实际上，对于目前已经顺利占据了道德制高

点的卢拉一方来说，后续如何处理这次“巴西国

会山”事件也是一道难题。

毕竟，卢拉在竞选时就已经明白巴西国内的

左右撕裂问题，还公开打出了“调和左右”的竞

选旗号。如果后面下手太轻，那么可能会招致自

己基本盘左翼的不满，但如果下手太重，让右翼

心生怨念，那么谁也说不准卢拉会不会在交权后

遭到构陷，再次锒铛入狱。

如果我们将时间跨度拉长一些，其实巴西乃

至整个拉美，都没能逃出左右翼交替执政、你方

唱罢我登台的历史循环。

左翼上台，会大规模国有化企业，并靠着养

老和社会福利拉拢人心，等到地区性或全球性的

经济危机到来，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后，一些在

左翼执政时期跃升至中产阶级的人会担忧这种大

力发钱的模式会让国家破产，自己因此返贫，从

而将票投给右翼。

右翼上台后，则会将左翼国有化的企业重新

变卖给外资，吸引一波外国的热钱进来，让经济

实现短期的繁荣，但这种没有源头活水的模式注

定难以为继。在缩减社会福利后，部分中产因经

济形势不佳再次返贫，这时候他们又会将选票投

给左翼。

例如，卢拉的前两个总统任期之所以干得顺

风顺水，有大笔的钱给穷人修基建、发福利，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对包括铁矿石、石油、大豆、咖啡在内的国际

大宗商品有着巨大的需求，盛产这些资源的巴西

自然也会跟着景气起来。

等到卢拉的继任者罗塞夫于2012年上位后

，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低潮期，劳工党政府

的经济政策难以为继后，以博索纳罗为代表的右

翼便有了上台的良机。

同样地，身为右翼的博索纳罗在发展经济方

面，其实也并没有特别出众的成绩，他本人的支

持率在当选后持续下降，却又在2022年初开始

缓慢回升，其直接原因基本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走势相符。

从这个角度来说，巴西表面选的是总统，实

际上看的是前一任在位期间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

正如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时打出

的那句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一样，对于一

个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决定其内部的稳

定与否。对于巴西这种吃饭又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又得看强国脸色的国家，能够一直保持国内形

势的安定，反倒成了一种奢望。

一个警醒世人的案例

就这样，整个拉美都在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

的左右循环中走着熟悉的路，却始终没办法冲破

这个怪圈。

究其原因，还是整个拉美除去出口资源外，

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创汇手段。在当今这种高端

制造业国家用高端工业品剥削资源型国家的国际

秩序下，他们注定既缺乏话语权，也无法完全掌

控自己的经济命脉。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被拖垮，奉行国

家不应当干涉经济、政府应当尽可能缩小开支、

经济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被奉为圭臬，在全球多国成了指导思想

，而巴西也是如此。

为了避免在改革中发生物价暴涨，当时的巴

西政府提高了本国的利率。从避免通胀、保障人民

基本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无疑是正确的。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欧美各国都开始纷纷向

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自身的低端制造业，而巴西国

内的企业却因为较高的利率而没有贷款的意愿，

这就使得巴西制造业因为缺乏启动资金而没能滚

起雪球。

另外，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倡市场“自

由竞争”，使巴西过早地全面开放了本国市场，

进而使得大批品质出众且价格便宜的外国工业品

涌入巴西市场。对巴西民众来说，能买到质优价

廉的外国货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这也变相掐死了

巴西国内刚刚起步的制造业。

简单来说，在技术起步阶段，本国商品无论

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比不上技艺已然至臻化境的

外国货，但若是因此而完全放弃了本国的制造业

，那么哪怕对方在后续如何凭借着垄断市场优势

肆意涨价，你都只能一辈子捏着鼻子买外国货了

。

就这样，在一波波的忽悠下，巴西的工业错

过了欧美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黄金时期，不

仅没能发展起来，反倒日渐萎缩。

在1989年，巴西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还能达到42.3%，到了1995年，数据骤然下降

到23.38%，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值已经只剩

下18.86%了。

换言之，目前的巴西在自身工业没能发展起

来的前提下，就已经过早地去工业化了。

而更要命的是，目前的几个新型制造业大国

，如中国、印度都在奋力追求产业升级，想要在

芯片、手机、化工、汽车、航空等高附加值的高

端制造业领域迎头赶上，乃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

弯道超车，而巴西的制造业本就处于一穷二白的

状态，更别提什么产业升级了。

最悲哀的是，作为一个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的国家，卢拉上台后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甚至

是如何缓解国内的饥饿问题，诸如重走工业化之

路、重新跻身国际大国地位之类的事宜，在巴西

人眼里甚至算得上难以企及的梦……

这样看来，在未来的十年里，动荡、衰退和

冲突，恐怕仍然会是巴西社会的底色。

巴西首都
发生暴乱
究竟是
怎么回事？

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1月8日下午，成千上万的前总统

博索纳罗支持者在巴西首都巴西

利亚的行政核心区“三权广场”

聚集，他们呼喊着口号，要求卢

拉下台并恢复博索纳罗的总统职

务。

不久后，情绪激动的示威者

开始冲击巴西的国会大厦、总统

府和最高法院，并在其中肆意打

砸抢劫，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事

件一出，美洲震动，因为发生在

巴西的这次暴力事件，与美国

2021年初的那场“国会山事件”

可谓如出一辙。

这两伙人所支持的领袖在政

治光谱上都是极右翼，都否认新

冠疫情的严重性，都刚刚以微弱

的劣势在大选中落败，有“巴西

特朗普”之称的博索纳罗也同样

否认大选结果，声称胜利被对方

窃取了，两人的支持者们也都殊

途同归地选择冲击国家的行政机

关，以抒发自己的强烈不满……

如此多的巧合之下，“特朗

普风格”已经出现明显的人传人

现象，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

也
许
后
续
如
何
将
各
项
政
策
落
实
到
实
处
才
是
最
大
的
难
题

卢拉曾为脱贫去饥做出不少贡献但右翼分子不会因此就放弃

对其执政的阻挠

数以万计的人群

如潮水般涌入

“三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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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本週11月月3030日日----22月月44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

的華語電視台，7天24小時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午6:30播出
《美南新聞聯播》，每晚7點播出30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本週一1月30日晚7點是黃梅子主持的《生活故事會》。給
您講《推背圖》43象与英國靈媒帕克最新預言不謀而合。

本週二1月31日晚7點是陳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2月1日晚7點是王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採訪萬

通貸款。
本週四2月2日晚7點是Sky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2月3日晚7點是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

事通》，兩位常任嘉賓是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本週六2月4日晚7:30重播本週一的《生活故事會》節目。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7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論壇》、《子天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
Scdaily.com收看直播，youtube 頻道Stv15.3 Houston同步收看
直播。

AA88星期一       2023年1月30日       Monday, January 30, 2023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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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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