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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女子，私底下也都十分重視男

女之間的禮儀，男子尊重女子的感

受。這可能跟韓國受中國儒家的影

響比較深有關吧。難怪近年來「韓

風」盛行，韓劇也深受好評。韓

國男星的獨特魅力，是否和他們

受儒家影響，比較注重傳統，講

究禮儀有關？

其實，不僅是韓國人、日本人

重視禮儀，香港人也是講究基本的

男女禮儀的。在過去的幾個月中，

有不少香港中學生戴上口罩，多次

在學校大門外手拉手組成人鏈，聲

援反送中。有人拍到了這樣的場

景，在人鏈中，男學生和女學生沒

有直接手拉手，而是一起握住一隻

筆，「牽起」人鏈。

【看中國訊】周子瑜是韓

國女團 TWICE 的臺灣成員。

日前她被美國電影網站 TC 
Candler 選為 2019 年世界最

美臉孔。

海 外 媒 體 報 導，TC 
Candler 日前公布 2019 年度

百大美女排行榜，周子瑜奪

冠，獲選「全球第一美」，她

也是亞洲第一美。今年最美臉

孔亞軍是年僅 18 歲的以色列

女演員雅爾‧謝爾比亞（Yael 
Shelbia）；季軍是韓國女團

BLACKPINK 的泰國籍成員

Lisa（Lalisa Manoban）。
今年 20 歲的周子瑜出生

於臺灣。周子瑜 2015 年首度

入年度百大美女排行榜，名

列第 13，2016 年進榜躍上

第 8，2017 年獲選第 3 名，

2018 年名列全球第二。

女宇航員太空飛行289天

美國之音引述美聯社報導，正

在國際空間站內飛行的美國女宇航

員克里斯蒂娜‧科赫，12 月 28 日

刷新女性太空飛行的世界紀錄，成

為在太空飛行時間最長的女性。前

世界紀錄是 288 天，由美國女宇航

員慧特森（Peggy Whitson）創下。

按照 NASA 的安排，科赫將

在太空中待到 2020 年 2 月 6 日，

屆時她會接近男太空人凱利（Scott 
Kelly）保持的太空飛行 340 天的

美國紀錄。一般情況下，太空人會

在太空站停留 6 個月。男子飛行的

世界紀錄是 15 個月，是一名俄羅

斯宇航員在 1990 年代創下的。

今年 40 歲的科赫是一名電子

工程師，2013 年開始了太空人訓

練，2019 年 3 月 14 日抵達國際

空間站。她原定在今年 9 月回到地

球，但美國航空航天局 4 月宣布，

將科赫的太空飛行時間延長到明年

2 月。也就是說，科赫將在太空度

過將近 11 個月的時間，幾乎是宇

航員通常太空飛行時間的兩倍。

據美國航空航天局官員解釋

韓國青年男子身著傳統服裝，舉

行成年禮。（Getty Images）

2019年最美臉孔 
周子瑜奪冠

「打破太空飛行時間紀錄，這對科

學界來說是件很棒的事。我們看

到人體長期如何受到微重力的影

響，那對我們未來前往月球和火

星的太空飛行計畫非常重要。」

科赫在國際太空站受訪時，

鼓勵追夢的年輕女孩克服恐懼。她

說，不要讓「害怕」擋住你的路。

每個人都該想想，他們對甚麼東西

有興趣，以及他們受甚麼東西吸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女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赫

（Christina Koch），創下了女性
太空飛行的世界紀錄。截至12月28
日，她已在太空中停留了289天。
她將在2020年2月完成飛行使命返
回地球。

說，延長科赫的飛行時間，是為

了瞭解長期宇宙旅行對人體所產

生的影響，為未來的月球和火星

的探索使命搜集更多的參考資料。

科赫還創下了其他紀錄。 10
月 18 日，科赫和傑西卡 · 梅爾在

國際空間站外，實現了歷史上第

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中央社引述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 網（CNN） 報 導， 科 赫 說：

引。科赫表示，那些事可能有點令

人害怕，但那是因為你在追尋夢

想。如果你原以為無法完成這件

事，但你卻做到了，那你在很多方

面確實都會獲得回報，可能是你個

人得到回報，而更重要的是，你正

以最大可能方式回饋世界。

科赫希望女宇航員太空飛行最

長時間紀錄能盡快再次被刷新，這

表明「我們正持續挑戰極限」。

NASA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赫日前打破女性太空飛行的世界紀錄。（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2019 聖誕

節，川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梅

拉尼婭發表聖誕致辭，向全

球慶祝聖誕的人們致以最熱

烈的問候。

川普和梅拉尼婭在致辭

中說：在這個歡樂時刻，我

們與心懷感恩的美國人，一

同感謝上帝賜予豐富的祝福

和無限的愛。

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的

時候，我們想起了第一個聖誕

節的神聖信息：「榮耀歸於至

高無上的上帝，在地上，平安

降臨人們。」

我們國家面臨的挑戰越

是巨大，團結美國人的紐帶

就更為牢固。我們必須一起

努力培育更深刻的諒解和尊

重的文化。

川普說：慶祝聖誕節時，

我們謹記祖先所捍衛的珍貴的

宗教自由。我們也停下來，向

繼續為珍貴自由而戰的勇敢的

武裝部隊致敬。

川普聖誕致詞 
強調諒解和尊重

韓國女團TWICE的臺灣成
員周子瑜，獲選「全球第一

美」。（Dispatch/WIKI/
CC BY-SA）

【看中國訊】美中兩國有望

在 2020 年 1 月簽署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對於美國加州的葡萄

酒業者來說，能否減免對葡萄

酒加徵的關稅是他們最關注的

問題，目前加州葡萄酒被徵收

的稅額高達 93%。然而即便如

此，中國消費者對美國葡萄酒

的熱情並沒有減少。

美國之音報導，漢克‧威

澤爾（Hank Wetzel）是加利福

尼亞州索諾瑪縣亞歷山大谷酒莊

（Alexander Valley Vinyards）
的創始人。威澤爾的酒莊已經經

營了半個多世紀。他有兩款葡萄

酒在美國超市開市客（Costco）
上海店銷售，開業當天就成為熱

銷品，目前亞歷山大谷酒莊已經

給開市客上海店供應了第二批葡

萄酒。

美國除了全球聞名的納帕

谷，亞歷山大谷酒莊所在的索

諾瑪縣、聖巴巴拉縣等葡萄酒

產區也越來越為中國消費者熟

知。加州餐酒協會副主席奧

納 ‧ 康芙（Honore Comfort）
告訴記者，協會過去二十年來

一直向中國人介紹加州葡萄

為甚麼會這樣呢？是因為韓國

是一個極其注重禮儀的國家，韓國

人跟日本人一樣，十分重視道德，

非常講究禮節。在一般情況下，韓

國女子不和男子握手，只是點頭

或是鞠躬。男女有別，韓國男子

很紳士，男女合照，會出現「禮貌

手」，男子無論如何都不能直接用

手碰到女子的身體。也有網民把它

稱為「紳士手」。

作為一位紳士，在與人交往

中，在任何情況下，舉止都應該符

合基本的男女禮儀。為避免直接碰

觸女子的身體，韓國男子會把拳頭

握緊，或把手攤開。在其他場合，

韓國男子也都非常重視這種禮節。

韓國人很有禮貌，不論男子

加州葡萄酒受中國人青睞韓國男子講究禮儀
【看中國訊】網上曾經有過題為

「韓國男人的手，永遠都不會碰到

韓國女人」的文章，中國網民看了

議論紛紛。這是真的嗎？有人舉

例，仔細去看韓國男星和女星的合

照，即使搭肩或摟腰，也都會保持

一段距離，男星的手絕對不會碰到

女星。

酒，幫助他們瞭解加州葡萄酒

獨特的質量和特點。

但從 2018 年起，貿易戰

開始以來，中國對美國葡萄酒

加徵三輪關稅，疊加已有的稅

費，稅額高達 93%。同時，中

國從 2019 年開始對智利、澳大

利亞等國的葡萄酒實行0關稅。

中國消費者青睞加州葡萄

酒，是因為其質量可靠。有中國

網民說：外國的酒再貴至少貨

真。國內的食品是又貴又不實，

而且還不安全。現在自上而下沒

有誠信可言了。我每年除了喝從

鄉下表姐家打的 20 斤自己釀的

穀酒，其他瓶裝酒基本不喝。上

次去一舅舅家，他拿出茅台酒我

都不喝，寧願喝穀酒。

份文件顯示，美國正準備將美墨

邊境尋求庇護的非中美洲國家公

民送往洪都拉斯，以有效地結束

他們在美國尋求庇護的機會。

根據國安部部長麥卡利南近

日與洪都拉斯外交部長在紐約簽

署的協議，在美墨邊境尋求庇護

的成年人和家庭，可被送往洪都

拉斯，因而沒有機會在美尋求庇

護。目前，尚不清楚與洪都拉斯

的協議將何時實施。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中國經濟下行，恐爆發失業

潮。李克強日前簽發文件，將「穩

就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並

以嚴厲口氣要求各地防範因失業

潮導致的群體性突發事件。

據大陸官媒日前報導，李克

強近日簽批〈關於進一步做好穩

就業工作的意見〉（下簡稱〈意

見〉）。〈意見〉中要求企業規範裁

員行為，全力防範化解「規模性

失業」風險，確保就業形勢總體

穩定。 2019 年 6 月，習近平在

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強調的「六穩」

中，「穩就業」被排在首位。

李克強簽批的〈意見〉中還以

嚴厲的口氣，要求各地區在第一

時間，處置因規模性失業引發的

群體性突發事件，防止矛盾激化

和事態擴大。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

導】最近傳出一則消息稱，如果

偷渡客在美國邊境被逮捕，不

給申請庇護，也不是遣返回原

國，而是將被直接送到中美洲

的洪都拉斯。

儘管知道偷渡風險非常大，

甚至隨時會失去生命，但依然不

能阻止偷渡客想盡辦法偷渡。

福建是中國的偷渡大省，

福建偷渡客偷渡美國的流程是

這樣的：先到達墨西哥，然後

經蛇頭運送進美國邊境，如果

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警察

抓到，關進移民監獄，接受庇

護面談，交上保釋金，走出移

民監獄，正式開始美國生活，

打工獲綠卡買房結婚生子……

而現在，這一套美國「偷

渡大綱」將被全部毀掉。

據《洛杉磯時報》獲得的一

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認為，

中國官方的這一舉動突顯中國就

業形勢嚴峻，大規模失業潮或將

來臨。

湖南法律界學者范魯湘就此

分析，中國經濟下行導致眾多企

業裁員：「有些企業本身就難以存

活下去，失業潮是必然的。」

法新社報導分析，中國經濟

遇到困難一方面與持續兩年的中

美貿易戰有關，另一方面與中國

的經濟增長進入到瓶頸階段有關。

河北學者郭浩就此表示：「中

國的經濟在不斷的下滑，貿易戰加

劇了這種趨勢，很多企業經營非常

困難，有的直接倒閉。失業者不斷

增加，就業壓力不斷增大。失業者

越多，維穩就越困難。所以他們依

然用老套路，想行政干預，這就是

所謂的保就業。但是靠發文件的方

式保就業，是保不了的。」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學

者 古 思 亭（Kristin Shi-Kupfer）
此前曾對德國之聲說，年輕人的

失業問題，尤其會危害社會穩定。

中央社曾引述中國國家發改

委旗下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

祝寶良表示，中國如要基本滿足

每年 800 多萬大學畢業生、300
多萬左右農村居民到城市的就業

需 求，GDP 則 必 須 保 持 在 6%
左右，否則中國的經濟情勢將惡

化。而李克強 9 月 15 日在接受俄

羅斯媒體採訪時坦承，中國經濟

增速保住 6%「十分不容易」。

中共官方智庫社科院 12 月

23 日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2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也不

得不承認，中國就業局勢變數和

壓力都在增加，各種風險集聚。

李克強親自簽文防群體事件 偷渡客被抓將送洪都拉斯

葡萄酒/示意圖
（Adobe Stock）

美墨邊境的道路標誌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