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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IMF：：中國復甦將貢獻全球經濟中國復甦將貢獻全球經濟 但有不確定性但有不確定性
（中央社北京3日綜合外電報導）國際貨

幣基金（IMF）今天表示，中國經濟預計今年
將貢獻全球經濟成長的 1/4，儘管 COVID-19
疫情和房地產業的不確定性可能會阻礙成長動
能。

法新社報導，在實施近3年的嚴格防疫限
制措施後，北京當局去年 12 月突然宣布結束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動態清零
政策，這項政策不但重創經濟並引發廣泛抗議
。

受到嚴格封控措施，以及關鍵房地產行業

危機加深的打擊，中國2022年經濟成長率只有
3%。

國際貨幣基金在對中國經濟的年度評估中
說： 「隨著防疫限制措施鬆綁後，流動性和活
動的回升，中國經濟今年將出現反彈，並提振
全球經濟。」

國際貨幣基金說： 「這對中國和世界來說
都是好消息，現在預計中國經濟將為今年的全
球（經濟）成長貢獻1/4。」

然而，今天的評估也警告，未來將面臨
「重大經濟挑戰」。

評估稱： 「房地產市場的萎縮仍是主要的
不利因素，COVID-19病毒的演變也仍存在一
些不確定性。」

自從北京在2020年開始打擊過度借貸和猖
獗的房地產投機以來，和建築業一起占中國國
內生產毛額（GDP）1/4 以上的房地產行業受
到嚴重打擊。

國際貨幣基金說： 「長期而言，（經濟）
成長的不利因素包括人口下滑和生產力成長放
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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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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Texas senators Ted Cruz and John Cronyn introduced a resolution in the Senate on Wednesday urging the U.S. to
"deepen and prioritize efforts to secure Mark Swidan’s release." Swidan is a Houston man who has been detained in
China and charged with drug trafficking.

Cruz said he is calling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use all the tools at our disposal to secure his release, and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finally release him and return him home."

Swidan has been detained for the last ten years in China.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anticipated visit to Beijing is planned on February 5 and 6 and is the first visit by a senior

U.S. official since China’s reversal of its Covid-19 policy. His last visit resulted in the two national leaders reaching
agreement at last November.

Since the trade war started in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constantly fighting in
areas including science, technology, finance, diplomacy and Taiwan issue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village have gradually disappeared. Blinken’s room for negotiation will also be very limited.

Today we are witnessing more than nine million Ukraine refugees. The war is such a terrible thing. Remember that
we should not be the victims of politics. 0202//0303//20232023

Blinken Visits China This WeekBlinken Visits China This Week

德州美國參議員克魯及柯尼週三在參院提
案，要求國務卿布林肯在下週訪問北京時要
盡力促成德州休斯敦市民斯偉登從中國大陸之
牢獄中釋放。

克魯參議員表示，布林肯此行可能是拯救
斯偉登最後一次機會，他曾於二O一九年因犯
毒而被判死刑，但目前仍然尚未定譺並在上訴
中。

布林肯定於下週前往中國訪問，他是拜登
政府上任兩年多來前往北京訪问級別最高之官
員，也是2018 年以來首次到訪中國的美國國
務卿，這次訪問是中美兩國領導人於去年十一
月在印尼會晤後達成之協意，但是一般認為
，布林肯將無法達成實質性之結果。

中美兩國自從川普時代掀起之貿易戰之後
，近三年多來在科技、金融、外交及台灣問
題一直在不斷交鋒，所謂全球化及地球村之概
念已遂漸消失，美國國內反華聲浪不斷，布
林肯可以談判空間也會非常有限。

烏克蘭已経有九百萬難民流落各地，戰爭
是十分可怕，大家記住，我們都不應成為政
客利益下之犧牲品。

參議員要求中國釋放毒犯參議員要求中國釋放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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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自2023年開年以來，韓國政壇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因涉嫌貪腐一事，被查
了個“底朝天”。然而，沒過多久，另一則消息再次震動了整個韓國
社會。

據環球網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前腳剛剛走，韓國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就表示，要對韓國第一夫人金建希展開特別調查，理由是
其涉嫌股價操縱。該黨黨鞭樸洪根表示，眼看著金建希股價操縱的嫌
疑越來越大，但尹錫悅政府對此案調查卻遲遲沒有進展，所以共同民
主黨才出此下策。

另外，根據調查發現，金建希通過操縱股價，獲得了大概10.5億
韓元(約合人民幣600萬元)，涉案金額非常大。不光是金建希，她的母
親崔恩順也與此案有一定關聯。是否會單獨向韓國檢方舉報崔恩順，
共同民主黨還在討論之中。

更重要的是，共同民主黨還在內部做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黨內對於調查金建希的呼聲非常高。很明顯，共同民主黨這次是有
備而來。

不過，對於共同民主黨此番言論，執政黨並不認同。該黨黨鞭朱
豪英表示，上屆政府為了找出“金建希的問題”，可謂是下了很大功
夫，但依舊沒有結果，如今，共同民主黨又捲土重來，一定是處於政
治目的。雖然韓國兩黨說法不一，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一場“風
暴”在所難免。

實際上，對於經常關注韓國政壇的人來說，這並不意外。前段時

間，韓國總統總統尹錫悅興沖沖地邀請韓國各各界人士，來青瓦台參
加迎新會。然而，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共同民主黨絲毫面子不給
，不僅沒有人出席，李在明直接帶著一大波“心腹”，去拜訪了韓國
前總統文在寅。

更有意思的是，沒過幾天，李在明就因為涉嫌貪腐一事被韓國檢
方傳喚。據消息人士透露，韓國檢方為了這次訊問，準備了150多頁
的問題，當天的審訊記錄更是長達200多頁。調查結束之後，李在明
更是毫不客氣地表示，這根本就不是在辦案，明明是在搞政治。

要知道，李在明可是共同民主黨的領軍人物，他接二連三被查，
這也意味著接下來韓國政壇可能會迎來一場“大混戰”。對此，韓國
媒體認為，韓國兩黨之間的鬥爭已經“深入骨髓”，甚至比美國還嚴
重。所以呼籲尹錫悅政府為了顧全大局，別搞對立。

其實，尹錫悅也明白這個道理，他但也沒有辦法。根據韓國最新
的民調顯示，尹錫悅政府的好評率只有37%，相反差評率卻高達60%
。而在野黨的支持率不降反升，還比執政黨高出了6.8%。眼看著競爭
對手超過了自己，尹錫悅政府自然是不願意的。

即便如此，尹錫悅也是忙的不亦樂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剛離開
韓國，尹錫悅又在總統府接見了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尹錫悅更
是當眾表示希望要發展與北約的關係。

在經濟危機和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韓國民眾生活十分不易，如
果尹錫悅不能將目光鎖定在國內問題上，支持率恐怕很難提高。

岸田文雄準備大干一番岸田文雄準備大干一番，，日民眾十分不滿日民眾十分不滿
（綜合報導）從美國回來之後，岸田文雄摩拳擦掌準備大干

一番，然而，他剛提出了第一項計劃，令日本民眾十分不滿，在
這種情況之下，不少民眾懷念起了日本前首相菅義偉。

據環球網報導，近日，多家日本媒體表示，隨著岸田政府的
支持率越來越低，不少日本國內出現了不少“希望菅義偉上台”
的呼聲。儘管如此，當被問及是否會再次擔任日本首相時，菅義
偉急忙表示不可能。

與此同時，菅義偉還對岸田文雄提出“用增稅來填補防衛費
缺口”一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菅義偉認為，岸田政府這個舉
動有些魯莽，即便要實施這個計劃，首先應該爭得民眾的理解和
同意，然後再逐步推進。不得不說，菅義偉的處事風格更加圓滑
。

聽到菅義偉不會再擔任日本首相之後，不少日本網友表示
“遺憾”，更有些網友直接將矛頭對轉了岸田文雄。一名網友在
社交媒體上評論道：“岸田留下來的爛攤子，換做誰，誰也不想
幹。”還有一名網友嘲諷道：“給岸田擦屁股，難度簡直不一般
。”

另外，據消息人士透露，菅義偉在公開場合對岸田政府的計
劃提出質疑之後，日本輿論希望他再次上台的呼聲越來越高。眼
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剛到日本，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不知道岸田文雄會作何感想。

不過，日本民眾此舉並不意外。一方面，從美國回來之後，
岸田文雄表示，為了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決定通過增加稅收的
方式，籌措防衛費。要知道，在經濟危機和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

，老百姓的生活已經屬實不易，現在岸
田政府還要反過來增加稅收，日本民眾
自然是不願意的。

毫無疑問，岸田文雄的話音剛落，
日本國內的批評聲一片。一位學者表示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日本經濟一直處
於停滯狀態，如果繼續擴大防務投入，
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矛盾。日本立憲民主
黨黨首泉健太直接拿出了相關數據，告
訴岸田政府，在當前形勢之下，“防衛
增稅不值得討論”。

另一方面，有消息人士透露，去年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有三名內閣
大臣接連辭職。因此，外界紛紛對岸田
文雄的用人方式和管理能力打上了問號
。當時，日本媒體還聲稱，這是岸田文
雄自上台以來，面臨的最大困局。

眼看著形勢不容樂觀，岸田文雄豁
出去了。近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
格抵達了日本，不僅參觀了日本的航空
自衛隊入間基地，還與岸田文雄舉行了
會談，雙方就俄烏局勢等問題，展開進一步的合作。

有分析人士認為，北約是美國領導的軍事組織，背後代表著
美國的利益，眼下，斯托爾滕貝格高調赴日，其實真實目的就是

幫助美國推行所謂“印太戰略”。北約與日本這樣“一唱一和”
，給亞太地區增加了更多不安定、不穩定的因素，屬實令人擔憂
不已。T

韓國兩大政黨互放狠招韓國兩大政黨互放狠招，“，“調查尹錫悅夫人調查尹錫悅夫人””呼聲高漲呼聲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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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丟失放射性膠囊
部分地區發布風險警報

綜合報導 據報道，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州當局表示，壹粒用於采

礦作業的放射性膠囊在前往該州首府珀斯的途中丟失。目前，該州部分

地區已發布“放射性物質風險”警報。

此前消防和緊急服務部門稱，這粒裝有銫-137的銀色小膠囊在從紐

曼北部的礦場運往珀斯東北郊區的途中丟失。報道稱，這種物質用於采

礦作業的儀表內，暴露在這種物質中可能會導致輻射灼傷或輻射疾病。

據報道，有關部門目前正在沿大北方高速公路1400公裏的路段搜索

這粒“8毫米×6毫米”的膠囊。

西澳大利亞州消防和緊急服務部代理局長達瑞爾· 雷(Darryl Ray)表

示，警方已確定膠囊不是在犯罪行為中被帶走的，目前我們正在使用輻

射探測器來定位伽馬射線，這將幫助我們定位這粒小膠囊。

西澳大利亞州首席衛生官安德魯· 羅伯遜(Andrew Robertson)表示，

當人們發現膠囊丟失時，固定膠囊的保護裝置上的螺絲不見了。

他稱，這些儀表被設計得堅固耐用，可用於受到天氣和振動影響的

工業環境，因此像這樣的儀表解體是不尋常的，“我們正在對從礦場運

出的所有情況、整個運輸路線，以及到達珀斯時的處理進行調查”。

他還敦促任何發現膠囊的人不要接觸它，以免影響健康。

法國逾百萬人再度示威遊行反對退休制度改革
綜合報導 法國超過百萬人再度示威

遊行，反對退休制度改革。法國主要工會

在組織遊行示威的同時，也再度組織了大

規模跨行業罷工。

法國工會和警方均表示當天的示威遊行

規模超過19日。法國內政部當晚稱，全法

127萬人參與示威遊行，其中巴黎有8.7萬人

參與。法國總工會方面稱，全法超過280萬

人參與示威遊行，其中巴黎有50萬人參與。

根據法國內政部數據，1月19日全法示威遊

行人數為112萬，包括巴黎8萬參與者。

巴黎意大利廣場是31日示威遊行的起

點，記者在現場看到，數以萬計民眾簇擁在

廣場周圍。主導示威遊行的法國主要反對黨

——極左翼黨派“不屈的法蘭西”在示威遊

行途經的道路兩側懸掛橫幅張貼海報，主

要內容是反對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遲至64歲

、支持將法定退休年齡提前至60歲。

巴黎的示威遊行自下午2時從意大利

廣場開始，全程近5公裏。當走在遊行隊

伍前列的人群陸續抵達終點沃邦廣場時，

仍有部分民眾在意大利廣場等待出發。示

威遊行過程大體平和，但遊行隊伍行進很

慢。當晚在沃邦廣場，警方與示威者發生

了小規模沖突，警方壹度使用催淚瓦斯，

很快控制局面。

除了示威遊行，全法各地當天遭遇罷

工，規模與19日基本相當。法國大部分鐵

路客運服務當天取消；巴黎大部分地鐵線

僅在高峰時段提供有限服務。值得壹提的

是，來自左翼社會黨的巴黎市長伊達爾戈

決定聲援遊行和罷工，當天暫停市政府對

外服務，並在市政府外掛出聲援的條幅。

按照官方公布的日程安排，法國總統

馬克龍當天在總統府主持會議及會見官員

。截至發稿，馬克龍並未就當天的示威遊

行及罷工作任何表態。

法國官方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計劃

將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2歲延遲至64歲

。近期的多份民調仍顯示多數法國民眾反對

延遲退休年齡。法國總理博爾內上周表明政

府在退休制度改革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稱

延遲退休年齡至64歲“不容談判”。

十余年訴訟告壹段落
加拿大原住民獲得賠償

加拿大政府宣布已同意就寄宿學校

給當地原住民語言文化造成的破壞提供

28億加元（約合人民幣142億元）的賠

償，以了結原住民群體就此發起的集體

訴訟。而作為交換，索賠人需同意“全

面、徹底和永遠”放棄對加拿大的索賠

，包括由於寄宿學校對原住民造成的集

體傷害而引起的各種索賠要求。

對此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用錢了

結了壹場持續十余年的訴訟，但是這並不

能掩蓋他們對原住民犯下的種種罪行。

長達十余年的訴訟
從2012年開始，原住民就印第安寄

宿學校制度給他們造成的語言和文化損

失向加拿大政府發起集體訴訟並提出賠

償要求，而之所以直到十余年後才有了

結果，是因為此前加拿大政府對此事壹

直持否認態度。

事件的轉機發生在2021年。

那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

比亞省坎盧普斯的壹所原印第安人寄宿學

校中，發現了215具印第安兒童的遺骸。事

件壹出，輿論嘩然，加拿大針對印第安人

的種族滅絕壹時間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這之後又有許多印第安兒童遺骸在

寄宿學校的舊址附近發現。加拿大和解

與真相委員會201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

從1876年加拿大政府開始強制對原住民

兒童實行寄宿制至1996年最後壹所寄宿

學校關閉，時間長達120年。在這壹百

多年中，約有三成的原住民兒童（約

150000人）曾經被安置於寄宿學校中，

至少6000名學童在就學期間死亡。而根

據幸存者的回憶，在加拿大多地的寄宿

學校，原住民兒童曾遭受長期性侵、虐

待和殘害的例子比比皆是。“當年在寄

宿學校，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都遭到

了嚴重虐待，比如毆打和性侵，我們在

校期間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壓抑的，每

天的日子心驚膽戰。”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在2008年

的壹篇報道中還提到，有相關文件顯示

，部分印第安人寄宿學校在加拿大政府

知情的情況下，故意對原住民兒童進行

所謂的“營養實驗”。此類實驗迫使受

試兒童維持饑餓狀態，再給予或不給予

他們維生素或某些食物，以進行對照實

驗研究“營養補充的效果”。

此案原告之壹、土著領袖加裏·費舒克

說：“加拿大花了太長時間才承認自己的

歷史，承認它犯下的種族滅絕，並認識到

寄宿學校對我們國家造成的集體傷害。”

另壹位土著領袖和原告肖恩·戈特弗裏

德森說：“寄宿學校系統摧毀了我們的語

言，深刻地破壞了我們的文化，並留下了社

會危害的‘遺產’，其影響超出了我們這壹

代人。我們需要很多代人才能治愈。”

掩蓋不住的黑歷史
加拿大原住民是這片土地上本來的主人。

加拿大歷史學家泰勒· 諾克斯曾在加

《國家郵報》發表題為《答康拉德· 布萊

克：在原住民歷史上，我們不能忽視令人不

快的事實》的文章。文章中諾克斯坦言，研

究表明，早在歐洲殖民者占領加拿大前，

當地原住民就已有了獨特且悠久的文明，

然而太多加拿大人固執認為自己的文化、

社會優越，把自己的意誌強加到他們認為

的“低等人”原住民身上。

據文獻記載，1760年英國殖民者踏

上北美洲大陸，開始逐步蠶食原住民的

領地。由於殖民活動、種族沖突和疾病

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

亡，許多部落不復存在。

到了19世紀下半葉，英國殖民者和加

拿大當局試圖對剩余的原住民進行同化。

根據1876年出臺的《印第安人法》，印第

安人必須居住在貧瘠、狹小的2250個“保

留地”上，凡不居住在這些“保留地”的

原住民壹律稱為“不合作者”，被剝奪理

應享有的公民權。即使對於居住在保留地

的原住民，加拿大當局也並未放過。加政

府公然通過“土著同化”原則，主張通過

文化隔絕和毀滅，在數代人之內，將原住

民“徹底融入主流社會”。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1870年開始，

教會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數以千計的“原

住民寄宿學校”，將原住民學齡兒童強

行帶離家庭。孩子們被勒令不許講民族

語言，不許保留本民族的宗教與習慣，

只能說英語或法語，並“培養和保持符

合文明規範的言行”。

由於這種文化滅絕政策，加上對原住民

經濟的扼殺、土地的掠奪，原住民不但人口

減少，而且經濟命脈斷絕，前途渺茫，許

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習慣

，更加劇了自身和民族命運的悲慘。

時至今日，這些印第安人寄宿學校

的“同化教育”往往也是毀滅性的。

CBC稱，絕大多數從這些學校走出來的

原住民兒童在回到保留地後，根本無法

融入故鄉的文化，學校糟糕的“技能教

育”也使得他們既無法幫助父母，也很

難在城市裏找到工作。

政府並未真正反省
面對越來越多的鐵證，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不得不承認這壹現實。他12日稱

作出這壹宣布是“困難”的，並承認

“工作才剛剛開始”，承諾政府將為每

壹步提供幫助。

不過，有分析認為，特魯多政府承認

對原住民犯下的罪行只不過是表面文章，

在這個赫然標榜為“多元文化”的國家，

原住民的權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2007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原住民權利宣言》，規定尊重原住民

的個人和集體權利，尊重、維護和加強

其民族文化認同，強調在保護其自身需

要和尊嚴前提下追求發展。這壹重要的

宣言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和響應，

144個表決國，反對票只有4張，而其中

壹張反對票，就是加拿大投的。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加拿大“第

壹民族議會”（Assembly of First Na-

tions）首腦、加拿大三大原住民族的象

征性領袖方丹大酋長被邀請坐上了開幕

式主席臺，坐在加拿大總督和總理身後

。但開幕式表演卻在“野生動物”後跳

過了漫長的加拿大原住民歷史，直接引

入了歐洲人的壹片白帆。

2017年9月，安大略省企業主出身的

聯邦參議員林恩· 貝亞克發表了壹封公開

信，稱“寄宿學校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善

意”，詆毀原住民保留象征原住民身份證

是“罔顧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

釁般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證以換取公

民權”。迫於輿論和公眾壓力，她刪除了

公開信，但並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識到自

己的錯誤。有批評者稱，她根本不知道自

己究竟錯在哪裏。更可怕的是，加拿大還

有無數這樣的自居精英、身處高位者，在

原住民問題上既無知又狂妄。

迫於種種壓力，近年來，特魯多政

府多次公開宣布，將對寄宿學校虐待原

住民兒童事件展開調查。

當地時間1月25日，加拿大不列顛

哥倫比亞省壹原住民團體表示，在該省

中部內陸地區的聖約瑟夫教會寄宿學校

舊址新發現了66處潛在墓葬。據悉，該

原住民團體去年使用探地雷達調查了該

地0.18平方公裏場地。

真相是永遠無法掩蓋的。正如加拿

大原住民服務部長馬克· 米勒所說，“在

寄宿學校遺址發現小孩子的骨頭，這是

對加拿大令人悲痛的歷史和寄宿學校令

人發指的行為的悲劇性提醒”。

以色列空襲加沙地帶回應火箭彈襲擊

綜合報導 據以色列媒體消息，以色列國防軍當地時間2日對加沙地

帶發動空襲，以回應此前的火箭彈襲擊。

據消息，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稱，以色列防空系統2月1日攔截

了壹枚來自加沙地帶的火箭彈。為回應此次襲擊，以軍戰機2月2日淩

晨對位於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軍事目標發動空

襲。聲明還稱，哈馬斯應對從加沙地帶發起的任何襲擊負責。

巴勒斯坦通訊社報道稱，以軍對加沙地帶多個地點的空襲造成了嚴

重破壞，事發地附近多處民房受損，暫未發現人員傷亡。

受壹系列流血事件影響，巴以局勢近期再度升溫。1月26日，9名

巴勒斯坦人在與以軍的沖突中死亡；以色列防空系統當晚攔截了兩枚從

加沙地帶發射向以南部的導彈。1月27日，以軍對加沙地帶哈馬斯軍事

目標發動空襲；壹名巴勒斯坦人同日在東耶路撒冷的壹座猶太會堂附近

開槍射殺7人。

綜合報導 據報道，美國紐約公園近日發現壹只

罕見的幼年鴿子，它全身粉紅色，格外顯眼，其來歷

引發猜測。

紐約市上西區的野生動物保護組織稱，這只顏色

艷麗的鴿子被好心人救下來，並報告給該組織。鴿子

是壹只幼鴿，還未學會飛行，處於長期營養不良狀

態，其原本為白色羽毛。壹位動物保護組織人員認為，

可能有人為了辦小孩的生日聚會，或是‘性別揭曉派對’

而將鴿子染色，“這些人的行為真令人惡心。”

動物保護組織在社交媒體上稱，這只可憐的鳥無

法獨自在野外覓食，也無法飛翔或逃避捕食者，且由

於顏色鮮艷更容易成為目標。“請不要為了任何事

情，如婚禮、葬禮、慶典等給動物染色。它們會餓死

或被捕食。”

福克斯新聞網稱，“性別揭曉派對”是過去10年

來在美國逐漸流行的活動，夫妻通過舉辦奢侈聚會，

以藍色或粉色向親屬揭曉未出世孩子的性別。

美國出現罕見粉紅鴿子
來歷引發猜測來歷引發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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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艘遇險中國漁船
在菲律賓海警幫助下成功獲救

綜合報導 據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網站消息，壹艘在菲律

賓東部海域遇險的中國漁船在菲海警幫助下成功獲救。

1月 26日下午2時許，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接到報警，壹

艘名為“凱達899”的中國漁船在菲律賓東部海域遇險，發

出緊急求救信號。菲海警立即出動壹艘巡邏艦實施人道主義

救援。

菲海警巡邏艦27日上午6時抵達遇險船只位置，並將其就

近拖往菲塔克洛班港口。27日下午6時許，遇險船只抵達塔克

洛班港。據初步了解，該船只船體破損進水，7名船員均已安

全獲救，經菲海警檢查，身體狀況良好。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27日早上接到菲海警司令阿布通

報後，立即作出工作布置，使館會同駐宿務總領館第壹時間啟

動應急處置機制，與菲海警及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系，溝通協

調人道救援事宜，派員前往塔克洛班港口看望獲救船員，並送

去慰問品。

黃溪連就菲海警第壹時間向中國漁船和漁民提供人道主義

救援向菲海警司令阿布和菲海警表達了衷心感謝，並表示，這

體現了中菲雙方壹向守望相助的夥伴精神，也是落實兩國元首

關於建立健全涉海聯絡溝通機制，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分歧

，加強海上務實合作系列重要共識的具體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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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

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以嫌疑人身份

到案就“慰禮新城和大莊洞地產弊

案”接受檢方調查，調查歷經12

小時30分鐘，於在當晚23時左右

結束。這是大莊洞地產弊案在2021

年9月浮出水面後，李在明首次到

案接受調查。

李在明涉嫌在擔任京畿道城南

市長時期作為慰禮新城、大莊洞開

發項目的最終決策者，向民間開發

商透露城南市和城南都市開發公司

內部機密，使他們獲得巨額收益。

他還涉嫌決定刪除超額利潤回收條

款，使城南市無法取得追加利潤，

給城南市造成巨額損失。

韓國檢方認為，民間開發商通

過官商勾結從大莊洞開發項目和慰

禮新城開發項目中分別謀取7886億

韓元（約合人民幣43億元）、211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1.16 億元）

的不正當利益。檢方還認為，李

在明通過時任城南市長政策秘書

鄭鎮相等親信收受民間開發商提

供的選舉資金等援助。但李在明

全盤否認相關嫌疑，稱城南市從各種開發項目

中收回了總價值5503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0.2

億元）的收益。

印度空軍兩架戰機墜毀致1人死亡
或曾發生空中相撞

綜合報導 印度官員稱，兩架印度空軍戰機在

中央邦附近墜毀，壹名飛行員因傷勢過重死亡。

據報道，印度空軍稱，28日上午，兩架戰

機在中央邦瓜廖爾附近發生事故。當時，飛機

正在執行例行飛行訓練任務。三名飛行員中，

有壹人遭受致命傷。目前，印度官方已下令進

行調查，以確定事故原因。

印度空軍沒有披露墜毀飛機的具體型號。

法新社稱，墜毀的兩架戰機分別為蘇-30，載有

兩名飛行員，以及壹架“幻影”2000，由壹名

飛行員駕駛。兩架飛機都是從瓜廖爾空軍基地

起飛，該基地位於飛機墜落地點以東約50公裏

處。

墜機事故現場的警方還告訴法新社，兩架

戰機在訓練時可能發生了“空中相撞”。

當地救援部門的圖像顯示，軍方官員正在

檢查散落在地面上的機械殘骸。飛機殘骸壹度

燃燒並升起黑煙。

消息人士稱，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 辛

格聽取了印度空軍總參謀長關於飛機墜毀的簡

報，正在密切關註此事。

法新社指出，這次墜機事故是印度軍隊壹

系列航空事故中最新的壹起。報道還提到，

2021年12月8日，印度國防參謀長比平· 拉瓦特

乘坐壹架直升機，準備前往尼爾吉斯區惠靈頓

的國防服務學院，但在泰米爾納德邦庫努爾地

區墜毀。事故造成比平· 拉瓦特夫婦在內的13

人遇難。

印尼交通部部長邀媒體觀摩雅萬高鐵項目
綜合報導 印尼交通部部長布

迪邀請20多家中印尼主流媒體負

責人到雅萬高鐵德卡魯爾車站並

登上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列車，

觀摩體驗雅萬高鐵建設。印尼鐵

路總局、鐵路公司負責人，中印

尼高鐵合資公司(KCIC)中印尼董

事、中印尼兩國參建企業部分現

場負責人陪同。

在德卡魯爾車站，布迪壹行

觀摩了停放在站臺上的雅萬高鐵

高速動車組，聽取了KCIC董事長

關於雅萬高鐵項目總體建設、運

營準備等情況匯報和介紹。

布迪用中文“恭喜發財”向

各參建單位中方員工致以新春祝

福，對“量身定制”的雅萬高鐵

高速動車組給予高度評價，對雅

萬高鐵建設取得的階段性進展給

予充分肯定。他表示，今年是雅

萬高鐵建設的關鍵之年，希望中

印尼各參建單位繼續努力，緊密

配合，攻堅克難，推動雅萬高鐵

如期建成通車。同時，希望中印

尼主流媒體進壹步加大雅萬高鐵

建設新聞報道力度，充分展示雅

萬高鐵建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

力宣傳雅萬高鐵建成投產的重大

意義，生動講述中印尼兩國傳統

友誼和民心相通故事，為雅萬高

鐵如期開通運營營造良好輿論氛

圍。

中印尼媒體負責人現場問詢

了關心事項，布迪、印尼國鐵董

事長、KCIC董事長對有關事項進

行了解讀和闡述。

自2018年6月全面開工建設以

來，在中印尼政府和社會各界大

力支持、中印尼鐵路建設者共同

努力下，雅萬高鐵建設取得重要

進展。目前，雅萬高鐵隧道、橋

梁、路基工程全部貫通，正線已

經開始鋪軌，站房、四電工程穩

步實施，運維準備工作有序開展

，將力爭於今年6月30日開通運

營。

德卡魯爾車站是雅萬高鐵重

點工程，位於西爪哇省萬隆市。

目前車站站房等工程完成80%以上

，機電安裝、裝飾裝修已全面展

開。2022年11月16日，中印尼兩

國元首通過視頻方式，共同見證

了雅萬高鐵綜合檢測車在德卡魯

爾車站試驗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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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年，旅遊平台攜程的業務團隊幾乎無休——聯絡海外供應商，摸排海

外酒店、餐廳、景區、用車、導遊等資源情況。“我發現經歷疫情3年，很多地接

旅行社老闆早已轉行，更新我們的核心合作夥伴成了當務之急。”攜程海外跟團

產品總監張妍表示，地接旅行社的重啟需要一個過程，當前很多老闆已經趕忙召

集起自己的核心骨幹，邊招人邊去整合資源了。“比如以前我們客人好評的餐

廳，很多在疫情這幾年關閉了，我們和地接社都要重新再找資源。”隨着出境跟

團遊試點恢復日期的臨近，旅遊從業者近期都已進入無休籌備狀態。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上海、北京的部分出境遊組團社，已經陸續有團隊

準備出發，預備在本周為首發團旅客開行前會議。根據目前的收客情況，泰國、

馬爾代夫和埃及，是三條最熱門的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覆信匈牙利匈中雙語學校學生，
鼓勵匈牙利青少年更多了解中國，做傳承發展中
匈友好事業的使者。

習近平指出，我和夫人很高興在兔年春節收
到你們的來信，我還記得2009年在匈中雙語學校

同師生們交流的情景。得知你們長期堅持學習中
文，立志為中匈友好作貢獻，我為你們點讚。

習近平強調，中匈都有着悠久的歷史和燦爛
的文化，兩國人民傳統友好，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歡迎你們高中畢業後到中國讀大學，也希望
越來越多的匈牙利青少年喜歡上中文、學習中

文，有機會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更多地了解
當今中國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努力做傳承發展中
匈友好事業的使者。

匈中雙語學校成立於2004年9月，是中東歐
地區唯一一所使用中文和所在國語言教學的公立
全日制學校，現有12個年級20個班，在校學生

530餘名。2009年10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訪問匈牙利期間，曾到匈中雙語學校考察。今年
春節前夕，該校學生胡靈月、宋智孝代表全校學
生致信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教授，按照中國
風俗拜年，講述在校學習中文12年的感受，表達
將來到中國上大學、為匈中友好作貢獻的願望。

覆信匈牙利匈中雙語學校學生
習近平勉做傳承發展友好事業的使者

出境跟團遊恢復 旅業籌備再出發
業者春節無休“連軸轉”連夜召集海外供應商重整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朱燁、郭瀚林 上海、北京連線報道

內地春節假期前一天，中國國家文旅部發布
通知，宣布自2月6日起，試點恢復全國

旅行社及在線旅遊企業經營中國公民赴20國家
出境團隊旅遊和“機票+酒店”業務。“我們
都覺得很突然，原以為出境跟團恢復會再久一
點，突然放開讓我們既驚喜又措手不及。”張
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攜程方面是連夜召集
了境外業務團隊一起盤點產品，“好在我們早
早就準備好了專輯頁面。”

泰國馬爾代夫埃及成熱門線路
攜程數據顯示，春節7天，出境團隊產品

瀏覽量上漲3倍，當前用戶報名的產品涉及8個
國家11個目的地城市。遊客報名泰國、馬爾代
夫和埃及的產品最多；主要從上海、北京、杭
州出發。

截至目前，攜程共上線近700條出境團隊
遊產品，覆蓋15個目的地國家/地區；其中攜
程自營產品近400條，覆蓋9個目的地國家；
包含跟團遊、半自助遊、私家團以及自由行打
包產品等多種類型。

據了解，截至1月30日，攜程最早的出境
團是2月7日前往曼谷，“泰國曼谷＋芭提雅”
6日5晚半自助遊。該團目前共有6位客人，分
別從南寧、惠東及中國香港搭乘飛機在曼谷集
結。

料下月起跟團遊增勢喜人
張妍表示，春節假期他們的業務團隊幾乎

無休，忙着聯絡海外供應商，摸排海外酒店、
餐廳、導遊等資源情況。“我發現經歷疫情3
年，很多地接社老闆早已轉行，更新我們的核
心合作夥伴是當務之急。比如以前客人好評的
餐廳，在這幾年中都關閉了，我們要重新再找
新的資源。”張妍談到，出境團隊遊市場的恢
復還需要一個過程。她們預判大概從3月份開
始，產品數量和報名人數都會迎來喜人增勢。

恢復初期有一定困難需克服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這段時間以來也

是“連軸轉”，一邊緊盯產品，一邊忙着去相

關部門開會，還要抽空回應媒體的關切問題和
錄製節目。據周衛紅介紹，春秋旅遊的出境跟
團遊首發團定在2月6日，目的地是泰國，是一
個“20+4”的團隊，“不同於散客，這種會舉
個小旗子的團隊抵達，影響力和感知度都會不
一樣，當地政府也是相當重視。”

周衛紅直言，時隔三年，出境跟團遊恢復
伊始仍有一定困難需要克服。比如，短期內有
限的航班資源導致的機票價格大漲，“不同於
國內旅遊，出境遊中機票價格佔比達到三分之
一。”不僅如此，許多熱門旅遊目的地產品價
格也居高不下，“這兩個價格因素疊加拉高了
出境遊產品價格，對遊客來說超出了他們的心
理預期。”對此，周衛紅表示，類似春秋旅遊
這樣的大平台也正在竭盡全力，通過諸如批量
的集中採購來控制成本。

完全回暖需一定準備時間
廣之旅總裁趙文志介紹，該社2月6日出

發的出境遊首發團有多條線路已收滿。已收滿
的線路包括迪拜、泰國、埃及等目的地，但仍
有最後“撿漏”機會。目前仍可報2月上旬出
發的首團，首團相關目的地國家簽證要求均比
較便利，如免簽的迪拜，團隊免簽的俄羅斯，
可落地簽的泰國、埃及，電子簽的肯尼亞等。

“現在恢復的國家基本上集中在亞洲，而
遊客尤其喜歡去東南亞過冬，像泰國的曼谷、
普吉島，還有新加坡，我們的業務都基本準備
就緒。”騰軒旅遊集團副總經理徐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由於疫情對出境遊的
影響，這兩年旅行社的國際業務基本上是停擺
狀態，相關人員主要做了一些跨境留學、探親
機票方面的業務。文旅部的消息發布後，出境
遊產品諮詢量瞬時上漲了幾倍，熱度最高的目
的地為泰國。“雖然放開後，部分遊客短期會
有‘報復性消費’行為，但實際我覺得各方面
完全回暖，還是需要一定的準備時間，上半年
會屬於一個過渡期。比如現在雖然政策放開
了，但是航空公司的航班安排，並沒有達到
2019年疫情前這種頻率，簽證政策方面也還受
一定的限制。”

受訪業者不約而同地談
到，海外地接社資源斷裂的問
題，是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

騰軒旅遊集團副總經理徐
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地接社的恢復程度是業務
制約因素。“目的地基本上現在都是人員、資源俱
缺，好多疫情前從事旅遊接待的人員都轉行了。疫
情前遊客去東南亞，兩三千元（人民幣，下同）的
消費就可以玩遍新馬泰地區，但目前要六七千元以
上，因為各種成本上去了。”徐晨分析到，疫情這

幾年，當地的接待能力全部被打亂，以前專門以優
惠價招待中國客人的餐廳、酒店大部分已經停業，
現在遊客只能去更貴的本地餐廳、酒店。相關配套
設施的重啟，還得需要時間。不過徐晨判斷，出境
遊將在下半年迎來完全復甦。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也提到，三年時間
裏，旅遊從業者不少轉行了，也有一部分因長期不
從事相關業務而導致業務生疏，由此帶來的旅遊服
務人手不足、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亟待解決。“我們
春秋旅遊目前是要求出境團隊遊的領隊，在地接導
遊無法講解的時候務必承擔起講解任務。”

旅社多手準備應對新變化
在周衛紅看來，最不容忽視的，莫過於如今出

境遊政策和手續上的變化。一方面，旅遊目的地是
否有政策法規的變動，旅行社需要重新做足功課。
“而且，三年時間足以讓遊客對原本已經很熟悉的
一些旅行須知淡忘。”故而，周衛紅稱，春秋旅遊
在整個2023年期間，都會對出境跟團遊作出發前線
上召開告知會的要求。與此同時，盡可能引導遊客
在選擇產品時，選擇跟團這一形式，以保證遊客在
出境遊恢復初期的安全。另一方面則是48小時核酸
檢測要求的落實，“一旦遊客檢測出陽性，旅行社
的應急預案準備是否得當是當前的重點準備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朱燁、郭瀚林

上海、北京連線報道

地接社資源斷裂 還需時日重建
 &

▲春秋旅遊的工作人員針對普吉島旅遊產品，加班加
點地進行培訓。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1月20日，在埃及開羅國際機場，表演埃及傳統舞蹈大裙舞的演員與中國遊客合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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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醫牟發新冠財 線上診症收千五
多間表列私家診所加收染疫者診金 有拒醫長期病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文匯
報連日來獨家報道有私家診所拒絕醫治新冠
病人，以及懷疑向新冠患者加收診金及藥
費。“我們看到有報道提及一些醫療方面的
過渡期會如何處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1月31日於行政會議記者會表示，相信
醫務衞生局會留意社會出現不同情況，與有
關界別人士積極溝通，務求讓各界更加清晰
了解正確的求診及醫治做法。

醫學會會長：收較貴診金不理想
醫學會會長鄭志文1月31日在電台訪

問中被追問有關情況時表示，大部分私家
醫生都會治理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包括
新冠患者，但私家醫生有“專科化”的趨
勢，部分醫生可能專長是醫學美容，部分
醫生則專治情緒病，平時都未必會醫治傷
風感冒的病人。衞生署已公布領取新冠口
服藥的醫生名單供患者選擇，相信病人不

難找到醫生求診。
就有醫生向新冠患者額外收費，鄭志

文表示，名單上的醫生均獲政府分配新冠
口服藥，並按病情需要向染疫的香港居民
免藥費處方該藥，如果醫生診治不涉及特
殊器具或方法而收取較貴診金是不理想，
但他補充稱，病人病況較複雜，或者病歷
較長，部分醫生可能會就額外診症時間另
收費用，病人要先了解。

香港醫學會前會長何仲平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稱，私家醫生醫治新冠病人的
收費較昂貴是“可以理解”，“如果線下
（面診），病人來完，整個診所要做一次
消毒清潔，也很浪費時間與金錢成本，而
且醫生、護士等工作人員也容易受感染，
他們染病可能無法上班，診所就有可能停
診一個禮拜，經濟損失大，也耽誤其他來
看病的病人。”至於線上問診，他解釋稱
因為準備工夫多，又要添置設備，上調收

費也合理。

社區組織批遙距問診收高昂診金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批評，這些

情況並不合理，“身為醫生，有醫治的能
力而不作出醫治的行為，無論以任何理由
拒絕，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也不能理
解遙距問診也收取高昂的診金，“遙距成
本不大，真的理解不了為什麼這麼多診所
的遙距問診都要上千元。”

彭鴻昌強調，隨着香港社會復常，治
療新冠病毒與一般上呼吸道疾病看齊，收
費也應該看齊，“感染新冠的人也不需要
隔離了，診所的醫護人員也沒有以前的顧
慮，繼續加價就非常不恰當。”

他促請政府和私家診所多溝通，督促
他們收治病人以及提高收費透明度，“要
確保患者在能力以內，領到政府派發的口
服藥。”

���


特首：醫衞局會跟進
香港文匯報連日揭私醫拒收症濫收費

全港目前有634名私家醫生已在醫
健通登記，由衞生署及醫管局分

配到新冠口服藥。香港文匯報記者1
月31日以病人及病人家屬的身份，隨
機向登記名單上的9間診所進行電話
查詢，有兩間診所的護士竟向記者
稱：“沒有醫治新冠患者的服務。”

診金貴逾倍 止痛退燒藥另收費
在願意醫治新冠患者的其餘7間

私家診所中，僅兩間的診金是新冠與
非新冠患者同價，餘下5間診所對新
冠患者收取最高貴逾一倍的診金，
尤以港島一間私家診所的遙距問診
收費最天價，每次問診盛惠 1,500
元。香港文匯報記者以病人的身份
向該診所查詢，診所護士向記者表
示：“問診一次收1,500元，其他費用
要根據新冠病人的嚴重程度來決定，
醫生會根據病人的病情來開藥。”

該護士聲稱，診金只包含政府分
配的口服藥，若使用其他如止痛、退

燒等藥物要額外收費，“政府派的特
效藥不是任何患者都適用，一般只處
方予長者且情況嚴重的病人，至於其
他病人，醫生都會處方其他藥物治
療。”換言之，非長者的病徵輕微患
者，一般要額外收藥費。

診金不菲之餘，該診所還規定長
期病患者“不醫”。當香港文匯報記
者指染疫家人是有長期病的長者時，
護士即以“不收治長期病患的新冠患
者”為由拒絕醫治，並建議向其他醫
生求助。

另一間同樣位於港島的私家診
所，提供的線上線下新冠求診服務，
診金同為 800 至 900 元（包基本藥
物），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該診
所一般診金僅為400至500元。該診所
的護士被追問原因時聲言：“新冠的
患病時間都有成一個多星期，時間都
算長，求診一次基本都會把一個星期
的藥開齊，所以會收貴一點。”

她又稱，政府所分配的口服藥僅

適用於病情嚴重的病人，對一般病患
而言，醫生普遍不會處方新冠口服
藥。

有良心診所病者不拒 收費劃一
有一間診所的護士向記者稱，預

約來問診新冠的病人“爆滿”，最
快的排期都要到2月9日，又建議確
診者不需來看醫生，“等你排隊排
得來，你的新冠也差不多康復了。”

有兩間位於新界的診所並沒有
特別加新冠患者的診金。其中一間
診所的醫生接聽記者查詢時表示，
只要做好個人防護就可以安心到該
診所求醫，“現在新冠患者都不用
隔離了，所以也不用擔心來到診所
會有額外風險。政府沒有特別的防
疫規定要患者戴N95口罩才可以去
看病，所以照常來看病即可。”另
一間良心診所的護士亦表示：“新
冠其實與普通流感無大區別，費用
跟其他病自然差不多。”

香港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及私家診

所是新冠患者主要的求診渠道，有600多

名私家醫生獲香港衞生署及醫管局分配到

新冠口服藥物，按病情輕重向染疫的香港

居民處方該藥，其間可以收取診金，但不

得就新冠口服藥額外收費。香港文匯報記

者1月31日隨機向這些私家診所查詢，發

現近半診所向新冠患者收取較貴的診金，

其中一間僅提供遙距問診服務，診金竟高

達1,500元（不包藥費；港元，下同），

也有診所對新冠患者收取較普通疾病患者

高一兩倍的診金，最令人費解的是明明這

些診所領取政府新冠口服藥，但就有兩間

診所拒絕醫治新冠患者，

本身有長期病患的確診者

也被拒諸門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部分私家診所結果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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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記者致電查詢，其他疾病診金是診所或網站披露
◆註：以上診所透過衞生署及醫管局分配到新冠口服藥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是否醫治
新冠病人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診金
（港元）

1,500

-

800-900

500

-

350

300-400

450-500

550

與普通疾病價
格相差（港元）

700

-

400-500

0

-

0

40-190

290-380

-

是否包藥費

否

-

是

是

-

否

是

是

否

醫治方法

線上問診

-

線上及線下均接受

線下問診

-

線下問診

線上問診

線下問診

線上問診

診
所
代
號

◆◆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隨機向99間私家診所查詢間私家診所查詢，，發現有兩間發現有兩間
拒收新冠患者拒收新冠患者，，且有近半診所向新冠患者收取更貴診金且有近半診所向新冠患者收取更貴診金。。圖圖
為一所本地私家診所為一所本地私家診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於
本周一起正式撤銷發出新冠確診者隔離令，無病徵
確診者在做好個人防護情況下，可自由外出上班、
上學等社區活動。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汶緯1
月3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飲食業對衞生要求
較高，如食肆員工確診且有醫生紙，僱主會跟從政
府指引給予員工放病假。

徐汶緯表示，食肆的員工倘能出示醫生紙，
業界會給予病假，但若有員工聲稱確診而沒病
徵，又未能出示醫生紙，情況會較為尷尬。學會
建議員工用“自己假期”放年假休息，以免傳染
其他員工及食客。

被問到食肆員工確診請病假會否扣勤工獎，他
坦言，業界沒有劃一的做法，相信有病假紙放病假
就不會被扣勤工獎，惟不排除個別僱主會扣糧，但
相信情況較少，因為最近飲食業請人困難。

農曆新年生意旺 近3年最好
隨着多項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後，社會及經

濟活動穩步復常，徐汶緯表示，食肆在農曆新年期
間的生意有增長，為近3年最好，有不少日子的入
座率達八成，據他了解，有食肆原定初三才啟市，
因應防疫措施放寬，決定提早“開爐”。

由於政府本周一才取消隔離令，食肆在遊客生
意方面未見有明顯增加，只佔整體生意額不足
5%，故需要過多一段時間才能反映本地復常後的
效果。

飲
食
業
：
持
病
假
紙
員
工
可
放
病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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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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中文長青中文4040年年 傳揚文化慶新年傳揚文化慶新年

長青中文學校1月29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2023春節文化教學活動》，校長舒萍表示，
為了傳揚中華文化，感受傳統文化習俗，長青中文學校團隊特別策劃了這次慶祝新年的活動，內
容精彩豐富，除了以動物影片來介紹農曆新年的文化導覽外，還請林家麟、何家宜兩位小朋友講
述《台灣新年的傳說故事》；接著由楊千滿老師帶領全體小朋友唱跳《新年歌》，在舒校長主持
下，小朋友用中文說出兔年新春吉祥話時，校長就按照傳統習俗發給小朋友紅包，更是掀起一波
波高潮。過關活動中，唐健華老師和劉宏偉老師指導小朋友用毛筆《寫兔畫兔來迎春》，小朋友
成功揮毫都覺得特別新鮮有趣；江丁允老師的猜謎加上張藹老師和Vivian製作的兔燈籠更是搶答

一空；楊老師指導剪春紙踴躍又熱鬧；每項活動都精彩有趣，充滿年節的歡樂。整場活動歷
時2小時，人人都抱獎歡喜而歸。當天應邀來的嘉賓有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斯坦福市議員
譚秋晴、百利公寓負責人王藝達、美南銀行資深董事長李昭寬等，都為活動的成功給予祝福
。

舒校長說，這是學校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第一次和大家面對面歡聚一堂同慶農曆新年
，所以特別興奮和開心。對於活動的圓滿成功，她感謝學校理事會、全體老師和行政義工大
力支持無私奉獻。同時感謝僑界 Amy Sung Foundation、 Ellicor 、 Lee,Huang & Associates,
PC 、 Yida Property Real Estate Team 、China Star Restaurant Group 、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的贊助和支持。

休士頓長青中文學校於1983 年起正式成立週日中文學校，今年邁入第40年。校址曾二度
遷移，自1992 年開始租用 Strake Jesuit High School的教室，為師生們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
舒校長表示，目前因為疫情暫停面授改為網路授課，未來仍將實體與網課交叉舉行。學校宗
旨以 「學中文、交朋友、參與主流社會」為目標，一學年分春季、秋季兩學期，授課時間是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除了學習華語外，還安排有書法、文化導覽及各種實體交流活動，以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例如今天的《慶祝春節文化活動》。教學重聽、說、讀、寫全面發展，採簡體字
和繁體字並列教學，華語課本與習作字體也是正簡並列，並有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助讀著重實用
性，每課均附有英文注解及翻譯，容易自修及輔導，深獲學生家長喜愛。長青的老師專業精湛、
多才多藝，新學期除了兒童中文課，還計劃開設多項新課程，目前正在建構新網站，歡迎大家掃
碼或打電話來了解。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左起王盈容主任左起王盈容主任、、舒萍校長舒萍校長、、譚秋晴議員譚秋晴議員、、王藝達王藝達
大家歡喜賀賀新年大家歡喜賀賀新年

書法成果書法成果--寫字畫兔慶春節寫字畫兔慶春節

林家麟講台灣新年文化林家麟講台灣新年文化

過關越多紅包越多過關越多紅包越多

何家宜講台灣沉地傳說故事何家宜講台灣沉地傳說故事

剪春活動充滿年味剪春活動充滿年味

吉祥話拿紅包吉祥話拿紅包

來自非華語家庭的學生華語講得溜來自非華語家庭的學生華語講得溜

滿載而歸人人有獎滿載而歸人人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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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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