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ursday, June 11  2019 |     www.today-america.com     |     Southern News Group

U.S. coronavirus cases now over 2 million: 
Reuters 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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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otal U.S. corona-
virus cases surpassed 2 million 
on Wednes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as health officials 
urge anyone who took part in 
massive protests for racial jus-
tice to get tested.

Nationally, new infections are 
rising slightly after five weeks of 
declines, according to a Reuters 
analysis. Part of the increase 
is due to more testing, which 
hit a record high on June 5 of 
545,690 tests in a single day but 
has since fallen,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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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
TO: Gavin 
Roberts wears 
his father’s 
police hat as 
he looks at the 
flag-draped 
casket of his 
father, Glen 
Ridge Po-
lice Depart-
ment officer 
Charles 
Roberts, at 
his funeral 
service, after 
the 45-year-
old father of 
three died of 
the corona-
virus disease 
(COVID-19) 

COVID-Tracking Project https://
covidtracking.com.

Recent increases in cases are likely 
a result of more people moving 
about and resuming some busi-
ness and pleasure activities as all 
50 states gradually reopen. Huge 
nationwide protests with no social 
distancing after the May 25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at the hands 
of Minneapolis police could lead to 
another spike in cases in coming 
weeks.

Health officials believe the first 
U.S. coronavirus cases appeared in 
January, and the nation recorded 1 
million cases by April 28. So far in 
June, there have been an average 
of 21,000 new cases a day com-
pared with an average of 30,000 a 
day in April and 23,000 a day in 
M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Total U.S. coronavirus-related 
deaths have surpassed 112,000, 
also the most in the world.

On May 12, the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 (WHO) advised govern-
ments that before reopening, the 
rate of people testing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should remain at 
5% or lower for at least 14 days.

U.S. rates of positive test results 
have fluctuated between 4% and 
7% nationally and have not met 
those guidelines, although many 
individual states have. (Open 
tmsnrt.rs/2WTOZDR in an exter-
nal browser for a Reuters interac-

tive)

Some states were still reporting 
positive rates above the WHO 
threshold last week, with Mary-
land at 8%, Utah at 9%, Nebraska 
at 9%, Virginia at 9%, Massachu-
setts at 11% and Arizona at 12%.

At the peak of the outbreak in 
April, 25% to 50% of tests came 
back positive.

Amazon paus-
es police use of 
facial recogni-
tion tech for a 
year

(Reuters) - Amazon.com Inc (AMZN.O) 
on Wednesday said it was implementing a 
one-year moratorium on police use of its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reversing its 
long-time support of selling the technology 
to law enforcement.

Civil liberties activists have voiced con-
cern that facial recognition could lead 
to unjust arrests during demonstration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racial injustice and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Critics also have questioned the software’s 
accuracy, pointing to a past study showing 
Amazon’s “Rekognition” service struggled 

to identify the gender of individuals with 
darker skin tones. Amazon has taken 
issue with that research

The company, which sells cloud com-
puting technology via its Amazon Web 
Services division, said in a statement it 
has pushed for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software was used ethically.

“We hope this one-year moratorium 
might give Congress enough time to im-
plement appropriate rules, 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if requested,” Amazon 
said.

Congress has been weighing possi-
ble regulations of facial recognition 
for months. On Monday, technology 
giant IBM (IBM.N) wrote members 
to say it no longer is offering the 
software generally.
Media reports indicate that Ama-
zon’s ‘Rekognition’ has not been a 
commercial blockbuster. It has sold 
the service to law enforcement in 
Oregon and Florida, and it report-
edly has marketed it to U.S. Immi-
grations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Firms such as France’s Idemia and 
Japan’s NEC, in the facial recogni-
tion business for much longer, are 
known to have far more contracts.

Yet Amazon, due to its prominence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ts 
defen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has 
faced the brunt of criticism in recent 
years, giving symbolic significance 
to its announcement.

The company said it would continue 
to permit use of its technology by 
customers Thorn and Marinus Ana-
lytics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find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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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new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Nature say that lockdowns put in place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were 
highly effective, prevented tens of mil-
lions of infections and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Our estimates show that lockdowns had 
a really dramatic effect in reducing trans-
mission,” says Samir Bhatt, a senior lec-
turer at th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ho worked on 
one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Nature.                                                                
Bhatt’s team analyzed infection and 
death rates in 11 European nations 
through May 4. They estimate that an 
additional 3.1 million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 would have died if lockdowns 
had not been put in place.
“Without them we believe the toll would 
have been huge,” Bhatt says.
In addition to the paper from Bhatt and 
his colleagues, Nature also published 
a separate study from the Global Poli-
cy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at study analyzed lock-
downs in China, South Korea, Ira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found that the lockdowns in those six 
countries averted 62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For example, in the U.S. through the 
first week of April, there were officially 
just over 360,000 confirmed cases na-
tionwide. Without lockdowns and other 
interventions, the researchers at Berke-
ley calculate that the U.S. would have 
had nearly 14 times as many by April 
6: more than 5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To put this in perspective, the U.S. now, 
two months later, is hitting the 2 million 
mark.

Solomon Hsia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Policy Lab, says these unprecedented 
shelter-in-place orders came at an ex-
treme economic cost. Yet when govern-
ment officials were ordering them, it 
was unclear exactly how significant the 
social benefits would be.                                                      
“The value of these studies you’re seeing 
today is that they’re demonstrating what 
the benefits of this policy are,” Hsiang 
said in a press call discussing the studies. 
“They averted tens of millions of addi-
tional infections and millions of deaths.”                                                                                   
The two studies used different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cases averted 
by the lockdowns. Bhatt’s team looked 
at reported deaths to calculate commu-
nity transmission that occurred weeks 
before and used the change in death 
numbers over time to track how much 
the lockdowns suppressed transmission. 
Hsiang’s group at Berkeley used eco-
nomic models usually used to examine 
how specific policies impact economic 
growth. They looked at how daily trans-
mission growth rates shifted as lock-
downs went into effect.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es, both groups came 
up with similar findings.

 Both sets of researchers also caution that 
as lockdowns start to ease around the 
worl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still have 
very limited tools to combat the corona-
virus.
Testing is more widely available. Social 
distancing has become standard at many 
shops. Most large gatherings at sporting 
events and concerts remain banned.
But the virus continues to circulate.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re still suscepti-
ble to COVID-19.
Maria Van Kerkhove, an epidemiologist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is 
week warned that the world shouldn’t 
ease up in its efforts against this pan-

demic.                                                      
“I know many of us would like this to 
be over and I know many situations are 
seeing positive signs. But it is far from 
over,” she said. “We need everyone to fo-
cus on the job at hand, which is stopping 
this pandemic, suppressing transmission 
and saving lives. There’s a lot more work 
to do. Let’s celebrate the successes but 
let’s remain focused on the remaining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cause un-
fortunately this is far from over.”
Bhatt also warns that as places come out 
of lockdown, transmission could rapidly 
flare back up again without some mea-
sures in place to check it.

Tracking The Pandemic: Are 
Coronavirus Cases Rising Or 

Falling In Your State?

 Nearly 2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and more than 110,000 have died. The 
growth in new cases and deaths overall 
has at least temporarily slowed, but that 
pattern hasn’t been consistent across the 
country. New hot spots are emerging as 
others subside.
Many states began relaxing som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in May, and health 
leaders are watching for signs that the 
virus is starting to spread more aggres-
sively. In the graphics below, explore the 
trend in new cases in your state to see 
whether cases are rising, falling or stay-
ing level.                                                                                                           
“We are not saying that, you know, the 
country needs to stay locked down forev-
er. But it’s a cost/benefit situation,” Bhatt 
says. “The longer you stay in lockdown, 
the less infections you have. People ar-
en’t moving around. When you release 
lockdown and you go for milder inter-
ventions, economic stability can return 
to some degree, but you then have the 

rise of infections that is possible. What 
we are saying is that some degree of in-
tervention [against the virus] needs to be 
in place.”
The researchers from both papers say that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much of 
an impact the lockdown measures have 
been having. Hsiang at Berkeley says 
that as difficult as this year has been, 
things w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if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hadn’t stayed home.
“Without these policies deployed,” 
Hsiang says. “We would have lived 
through a very different April and May.” 
A period so bad, he says, “that we be-
lieve it’s probably almost unimaginable.”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omputer Models Suggest Pandemic 
Lockdowns Saved Many Millions

From Dying Of COVID-19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LIVE

CORONAVIRUS DIARY

Thousands gathered in Houston, Texas,
yesterday to bid a final farewell to
George Floyd the man who sparked
outrage and protests across the world.
The people are demanding change and
they hope the funeral isn’t the end, but
instead will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at
widespread call for change.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ays he
w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ill ban
the use of chokeholds by officer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Turner said in the city
you have to give a warning before you

shoot someone. In some cities, they are
asking to defund police departments or
greatly reduce their budgets.

We are so glad to see the reopening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Governor Cuomo
rode the subway with other New Yorker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days. New
Yorkers have been suffering enough.
The Wall Street market represents the U.
S.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whole
nation has endured such pain,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have ever faced this
challenge. More than one hundred
twenty thousand people have now lost
their lives to the pandemic in the U.S.
and two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We are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hy have we
handled this crisis so poorly?

We saw George Floyd resting
peacefully. Now we as a nation need to
look ahead. How can we correct our
mistakes with kindness and love and not
with hate?

We all are looking for a better tomorrow
to come.

0606//1010//20202020

BetterBetter
TomorrowTomorrow



Medics load a person into an ambulance at the Life Care Center of Kirkland

A mannequin with a protective face mask is seen at a shop after further cases of coronavirus 
were confirmed in Barcelona

Family and guests attend the funeral service for George Floyd at The Fountain of Praise church, 
in Houston, Texas, June 9, 2020. David J. Phillip/Pool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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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mbian Migration office staff wear protective face masks to avoid contracting coronavirus, at El 
Dorado international airpot in Bogota

Actors Channing Tatum and Jamie Foxx attend a funeral service for George Floyd. Da-
vid J. Phillip/Pool via REUTERS

Woman looks at an image of Mona Lisa with a face mask after further cases of coro-
navirus were confirmed in Barcelona

Passengers on board the Grand Princess cruise ship off San Francisco watch while a U.S. 
military helicopter hovers above the deck

A man raises his hand in solidarity as the coffin of George Floyd, whose death in Minneapolis police custody has 
sparked nationwide protests against racial inequality, is seen in a horse-drawn carriage as it enters the Houston 
Memorial Gardens...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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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ate confirmed Gen. Charles 
“CQ” Brown Jr. as the next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on Tu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veteran fighter pilot to be-
come the first black service chief in U.S. 
military history. Brown, commander of 
Pacific Air Forces for the last two years, 
will replace Gen. David L. Goldfein, 
who has led the service since July 2016. 
Brown is expected to lead the service 
as it prepares for the rise of China as 
an adversary, incorporates artificial 
technology into operations and sheds a 
portion of its mission as the Pentagon’s 
new Space Force is established as its 
own service branch.
The confirmation also makes Brown the 
second African American officer to sit 
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ince Chair-
man Gen. Colin Powell.
The 98-to-0 vote was a blowout ap-
proval for the four-star general.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presided over the 
historic vot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nominated Brown in March, hailed 
the general on Twitter.
“My decision to appoint @usairforce 
General Charles Brown as the USA’s 

first-ever African American military 
service chief has now been approved 
by the Senate,” Trump said, though 
the tweet came before the confirma-
tion vote. “A historic day for America! 
Excited to work even more closely with 
Gen. Brown, who is a Patriot and Great 
Leader!”

 Gen. Charles Q. Brown. | Kevin 
Dietsch/Pool via AP
Brown’s nomination had been in the 
works for months, yet the vote came 
amid nationwide protests following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police custody. 
Top Air Force officials led the way in 
speaking out over the past week and 
calling for dialogue on racism. Air Force 
Chief Master Sgt. Kaleth Wright, the 
service’s top enlisted leader, became the 
first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 to speak out, 

and was followed by outgoing Chief of 
Staff Gen. David Goldfein. Brown, who 
is currently the commander of Pacific 
Air Forces, delivered an emotional 
message Friday about his experience as 
a black airman.
In addition to becoming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service chief, Brown will be 
the most senior African American Pen-
tagon leader since Powell chaired the 
Joint Chiefs from 1989 to 1993.
“I’m thinking about how full I am with 
emotion, not just for George Floyd but 
for the many African Americans that 
have suffered the same fate as George 
Floyd,” Brown said. “I’m thinking 
about a history of racial issues and my 
own experiences that didn’t always sing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Without clear-cut answers, I just want 
to have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to 
lead during difficult times like these,” 
Brown said of his nomination to be the 
service’s top officer. “I want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to lead, participate in 
and listen to necessary conversations on 
racism,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Gen. Charles Q. “CQ” Brown, Jr., 
Pacific Air Forces commander and 
the nominee to be the next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arrives at Yokota Air 
Base, Japan, Nov. 13. (Senior Airman 
Jessica Avallone/U.S. Air Force)
On the Senate floor, Sen. Dan Sullivan 
(R-Alaska), who previously held up 
Brown’s nomination, praised him as 
“the right man at the right time.”
“He is literally on the front lines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hich has a focus o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particularly China 
as the pacing threat to our nation for 
the next 50 to 100 years,” Sullivan said. 
“Gen. Brown is in that battle right now, 

front-lines every day.”
Brown was commissioned as an Air 
Force officer in 1984. He is an F-16 
fighter pilot and instructor who has 
notched more than 2,900 flying hours 
and 130 combat hours. Brown has 
served in Asi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He was an aide to the Air Force 
secretary and chief of staff during sever-
al rotations through the Pentagon. Prior 
to taking over Pacific Air Forces, Brown 
led U.S. Air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was deputy commander of U.S. 
Central Command, which oversees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For a complete list of Gen. Charles 
Q. Brown’s accomplishments, please 
go t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Charles_Q._Brown_Jr.

Related
Commissioned after graduating from 
Texas Tech University in 1984, Brown 
has served the Air Force for 35 years.
The distinguished four-star general has 
nearly 3,000 flying hours, including 130 
combat hours, primarily in F-16 Fight-
ing Falcons. Brown has commanded a 
fighter squadron, two fighter wings, and 
US Air Forces Central Command. He 
has also served as the deputy command-
er for US Central Command, according 
to his Air Force biography.
 

Gen. Charles Q. Brown
Speaking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early last month, 
Brown said that he was committed to 
seeing the Air Force achieve “irrevers-
ible momentum towards the implemen-
t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an integrated and more lethal joint 
force.”
Responding to Brown’s confirmation 
Tuesda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weeted that 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zing 
him as “a Patriot and Great Leader.”
Brown’s confirmation Tuesday comes 
at a time of tensions and unrest across 
the US following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a Black man who died on Me-
morial Day after a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knelt on his neck for nearly nine 
minutes.
Floyd’s death ignited protests in dozens 
of cities, with demonstrators calling 
for an end to racial injustice and police 
brutality.
Amid the unrest, Brown spoke up and 
delivered a powerful message on race in 
America and in the military.

Gen. Charles “CQ” Brown, current 
head of Pacific Air Forces, has been 
selected to be the next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Reflecting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race, Brown said that he was thinking 
about his historic nomination to be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to serve as the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I’m thinking about the African Amer-
icans that went before me to make this 
opportunity possible,” he said.
He added that he was thinking about the 
“immense expectations that come with 
this historic nomination,”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current events.
“I’m thinking about how my nomination 
provides some hope but also comes with 
a heavy burden,” he said, acknowledg-
ing that he “can’t fix centurie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our country.”
He expressed a hope for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to lead during difficult 
times like these.” (Courtesy https://
www.airforcetime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Gen. Charles Q. Brown Was Approved With A 98-to-0 Vote

Senate Confirms Top General To 
Lead Air Force As First Black
 Service Chief In U.S. History

Gen. Charles Q. Brown was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on June 9 as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Kevin Dietsc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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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星期三）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李岐山

這場在汶萊補辦的婚禮一絲不苟，吳尊將婚禮現場設計成
屬於兩人的時光博物館，珍藏着兩人共同的回憶，而行

禮場地鋪滿吊花和汽球，氣氛浪漫，一對寶貝仔女充當花
童，穿上禮服的吳尊期待着新娘子現身，當見到太太着上婚
紗徐徐行近身前，吳尊驚嘆大讚“好漂亮！”

林麗吟特別把兩人所畫的東西都拼在婚紗上林麗吟特別把兩人所畫的東西都拼在婚紗上，，一下子便把一下子便把
吳尊搞喊吳尊搞喊，，吳尊也給太太帶來驚喜吳尊也給太太帶來驚喜，，他語重心長感謝太太這些他語重心長感謝太太這些
年來承受住非一般壓力年來承受住非一般壓力，，陪他不停奔跑追尋夢想卻毫無怨言陪他不停奔跑追尋夢想卻毫無怨言，，
即時準備好戒指跪地向太太求婚即時準備好戒指跪地向太太求婚，，並要做下輩子夫妻並要做下輩子夫妻，，太太喜太太喜
極而泣說極而泣說：“：“我願意我願意”，”，兩人深情擁吻甜蜜指數爆燈兩人深情擁吻甜蜜指數爆燈。。

家庭讓他有勇氣去追求夢想
吳尊其後在網上發長文表達感受吳尊其後在網上發長文表達感受，，再提到與太太來生再再提到與太太來生再

續緣續緣：“：“今天很感恩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婚禮……一生中可以今天很感恩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婚禮……一生中可以
遇到一位會努力去珍惜彼此的另一半不容易……一起經過太遇到一位會努力去珍惜彼此的另一半不容易……一起經過太
多的起起落落……一起成長的過程是我最享受和珍惜的多的起起落落……一起成長的過程是我最享受和珍惜的，，所所
以這一次也在婚禮場地建了一間我倆的博物館以這一次也在婚禮場地建了一間我倆的博物館！！

愛和家庭對我太重要了愛和家庭對我太重要了，，她讓我生命擁有動力她讓我生命擁有動力，，也讓我也讓我

有勇氣去追求我們一家的夢想有勇氣去追求我們一家的夢想！！也因也因
為擁有這種幸福為擁有這種幸福，，讓我對生活更樂觀讓我對生活更樂觀
更知足更知足！！一個人的心態可以判斷他的命一個人的心態可以判斷他的命
運運，，很感恩讓我找到了可以去陪伴相守很感恩讓我找到了可以去陪伴相守
一生的她一生的她，，也讓我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期待也讓我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期待。。

我們從相遇到現在我們從相遇到現在，，偶爾會聊到這輩子的偶爾會聊到這輩子的
結束結束，，聊起時都會很難過聊起時都會很難過，，但也讓我們更加但也讓我們更加
的珍惜當下的珍惜當下！！這次在婚禮的求婚是我對麗吟這次在婚禮的求婚是我對麗吟
下輩子的約定……希望老天爺能夠保佑我們下下輩子的約定……希望老天爺能夠保佑我們下
輩子還是一家人輩子還是一家人。。

再次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陪伴和你們的祝再次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陪伴和你們的祝
福福，，之前也一直想找時間來彌補沒有舉辦婚禮的之前也一直想找時間來彌補沒有舉辦婚禮的
遺憾遺憾，，正好正好《《婚前婚前 2121 天天》》節目組找到了我節目組找到了我
們……從一開始節目組製作人讓我們知道這節目們……從一開始節目組製作人讓我們知道這節目
很有意義很有意義，，到他們來汶萊跟我倆討論讓我們比較到他們來汶萊跟我倆討論讓我們比較
放心放心，，再到再到6060人的團隊來到汶萊拍攝……真的辛苦人的團隊來到汶萊拍攝……真的辛苦
大家了大家了。。

雖然在節目錄製期間遇到了疫情雖然在節目錄製期間遇到了疫情，，需要我們自己需要我們自己
在汶萊找一些朋友一起把這節目拍完……那時候我們在汶萊找一些朋友一起把這節目拍完……那時候我們
在家錄製真的非常難……在家錄製真的非常難……但看到節目組的努力和用但看到節目組的努力和用
心心，，看到他們都沒有放棄我們看到他們都沒有放棄我們，，我們更覺得應該好我們更覺得應該好
好的把這很有意義的回憶完成……很辛苦好的把這很有意義的回憶完成……很辛苦，，壓力很壓力很
大大，，但反而更有意義但反而更有意義，，更真實更真實，，更親力親為的把我們更親力親為的把我們
人生最重要的一天做到沒有遺憾人生最重要的一天做到沒有遺憾！！更難得的是自己的更難得的是自己的
小孩都可以參與爸媽的婚禮……這夢想實現得太完美小孩都可以參與爸媽的婚禮……這夢想實現得太完美
了了，，感恩所有人感恩所有人。”。”

向佐結婚證待郭碧婷簽名
此外此外，，台灣女星郭碧婷與影視大亨向華強長子向佐台灣女星郭碧婷與影視大亨向華強長子向佐

去年去年99月在意大利舉行浪漫海島婚禮月在意大利舉行浪漫海島婚禮，，但受到新冠疫情但受到新冠疫情
影響影響，，遲遲沒有領結婚證遲遲沒有領結婚證。。據悉據悉，，近日近日22人結婚的通人結婚的通
知書曝光知書曝光，，男方已簽好名男方已簽好名，，但女方的欄位仍空白但女方的欄位仍空白，，
因為台灣人入境香港要進行因為台灣人入境香港要進行1414天檢疫天檢疫，，預期最快要預期最快要
到到77月月77日才結束檢疫措施日才結束檢疫措施，，屆時郭碧婷屆時郭碧婷可以到香可以到香
港簽字結婚港簽字結婚，，兩人就正式升格為夫妻了兩人就正式升格為夫妻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吳尊和初戀情人林麗吟

結婚近16年，當初因吳尊背着偶像包袱，兩人低調生子，直

至2013年才公開已婚身份，近日兩人合體參與內地綜藝節目

《婚前21天》，吳尊正好一圓當年沒有幫老婆辦婚禮的夢

想，這場遲來的婚禮令一對新人感動灑淚，吳尊更公開下跪

向太太求婚，約好做他下輩子的太太，場面溫馨感人。而吳

尊其後在網上發長文對妻子表白：“愛和家庭對我太重要

了，她讓我生命擁有動力，也讓我有勇氣去追求我們一家的

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據韓國媒體報
道，男子組合BIGBANG成員太陽日前公開了個人
紀錄片《白夜》，其中最後一集介紹到自己與閔孝
琳結婚的想法，外界才首次知道他們曾經歷過分
手，吸引眾多網友熱議。

韓國藝能界競爭慘烈，藝人往往在事業高峰期
為了“偶像包袱”不能戀愛，更遑論結婚，當上偶
像歌手公開承認戀情更是難上加難。而人氣男團
BIGBANG成員太陽就選擇在30歲入伍服役前，頂
着一切的壓力，迎娶已交往多年的女友閔孝琳。

據悉，兩人於2013年開始交往，於2015年公
開承認戀愛。作為人氣組合BIGBANG的一員，太
陽在全球又有非常高的人氣，而女友閔孝琳也參演
了多部熱播韓劇，二人公開戀情實屬勇敢。

太陽2018年2月入伍前的個半月，兩人宣布結
婚，令外界一片嘩然，也收穫了許多祝福。但從紀錄
片來看，感情穩定的太陽和閔孝琳也曾經短暫分手，
閔孝琳後來發現太陽非常痛苦，於是才復合了。紀錄
片中，太陽與閔孝琳婚前與朋友大談結婚的想法，他
講到：“我們交往4年就是為了結婚，如果沒有遇到
閔孝琳，我可能也不打算結婚了。”太陽說，閔孝琳
是現在唯一持續改變他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玄彬和孫藝珍皆是韓
國娛樂圈中實力派演員，人氣非比一般，尤其是一部人
氣劇《愛的迫降》，更讓大眾覺得他們十分登對。
兩人早前同場現身韓國《第56屆百想藝術大

賞》，並以大熱姿態奪得“Tiktok人氣獎”，其中台
下孫藝珍含情脈脈望向玄彬的照片，更在網上瘋傳。
有網民更發現於9日凌晨時分，孫藝珍在社交媒體狂
點讚40多個關於她和玄彬的帖文，令粉絲不禁懷疑
孫藝珍此舉，是想向外試水溫，公開戀情。不過，亦
有冷靜的網民分析指，可能只是孫藝珍的社交賬號被
人盜用。於截稿前，孫藝珍方面沒有回應。

不過，其實早在《愛的迫降》播出前，玄彬就和
孫藝珍被網友拍到一起逛超市、打球，不過兩人從未

對此作回應，經理人公司亦表示兩人沒有交往。但在
《愛的迫降》播出後，兩人在鏡頭裏呈現出來的默契
和親昵，尤其是兩人在花絮中的甜蜜互動，讓他們的
緋聞傳得沸沸揚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港姐冠軍出身的楊
思琦於2012未婚誕下女兒楊卓穎（Krystal）， 2019
年中她與圈外男友在外地秘婚，今年2月再誕下兒子
Kody，惟老公一直未有曝光，身份相當神秘。轉眼
間，其兒子Kody已經出生一百天，9日楊思琦於網上

平台留言：“Kody豬豬100 days birthday ! 生日有部
‘戰車’坐，可以出去散散步！好開心啊！”思琦還
上載了為兒子慶祝的照片，Kody有生日帽戴、有汽球
玩，更有簇新的手推車坐，舒服到他都睡着了！而大
人就有傳統的生日紅雞蛋及子薑吃！

吳尊愛妻一生未夠吳尊愛妻一生未夠
遲來遲來1616年的婚禮年的婚禮 寶貝子女做花童寶貝子女做花童

約定愛多一世約定愛多一世

太陽自爆與閔孝琳曾分手 孫藝珍狂點讚與玄彬相關帖文

楊思琦賀兒出生滿百天

■■吳尊見老婆穿婚紗感動落淚
吳尊見老婆穿婚紗感動落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吳尊擁抱愛妻吳尊擁抱愛妻，，仍難掩心情激動仍難掩心情激動。。

■■吳尊親手布置了一吳尊親手布置了一
個婚禮博物館個婚禮博物館，，裏面裏面
充滿了兩人過去回憶充滿了兩人過去回憶
的珍貴物品的珍貴物品。。

■■吳尊與妻子補辦了一個超級浪漫婚禮

吳尊與妻子補辦了一個超級浪漫婚禮。。

■■吳尊與妻子吳尊與妻子
帶寶貝兒女帶寶貝兒女
迎來遲來但甜迎來遲來但甜
蜜的婚禮蜜的婚禮。。

■■BIGBANGBIGBANG太陽稱妻子持太陽稱妻子持
續改變自己續改變自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閔孝琳於閔孝琳於20182018
年跟年跟BIGBANGBIGBANG太太
陽結婚陽結婚。。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郭碧婷去年已嫁向佐郭碧婷去年已嫁向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孫藝珍深情一望孫藝珍深情一望，，令緋聞升溫令緋聞升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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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疫情未有效受控 發生多宗歧視亞裔事件
教育部對赴澳留學發預警

1月29日

澳洲報章《先驅太陽報》以CHINESE VI-
RUS稱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3月19日

兩名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在街頭遭遇涉
新冠肺炎疫情歧視性辱罵，其中一人被毆打

2月12日

據澳洲媒體《ABC Perth》報道，一名來自馬來
西亞的留學生被房東禁止進入租房處，同時換掉
門鎖並留下寫有“這間房子不歡迎妳”的紙條

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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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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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澳洲主要高校計劃於7月前後陸續開

學。中國教育部9日發布今年第1號留學預警稱，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蔓延勢頭

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國際旅行和開放校園存在風險。疫情期間，澳洲發生多宗針對

亞裔的歧視性事件，提醒廣大留學人員做好風險評估，當前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

習。對此，多位中國留學生表示，希望澳洲有關部門能做好相關工作，讓大家能安

心在澳洲求學。據悉，2020年有超17萬中國學生在澳洲留學，佔比約25%。

“希望澳洲方面能切實處理好相關問題，兩國關
係向好發展，讓我能順利赴澳讀博。”準備

前往澳洲某大學讀健康科學方面博士的胡敏顯得比其
他人都急切。因為經過近一年的等待，他的簽證最近
才下來，此前獎學金和錄取offer因為沒有及時入學
而過期，必須重新申請。這次教育部發布的預警，讓
他感到近期入學似乎又有點懸了。他表示，“如果澳
洲封關到年底的話，獎學金肯定會再次過期。同期的
同學博士都讀完一半了，我卻前途不明。”

留澳生：確有害群之馬
就讀於昆士蘭大學的易先生於1月18日結束

實習回國，2月1日澳洲採取有關臨時入境限制措
施，而2月24日大學就要開學。在得知禁令短期內
不會撤除後，大量中國留學生通過第三國中轉回澳
上課，他也試圖從吉隆坡中轉回去讀書，但沒有成
功。3月10日再次回國，並辦理休學，沒有選擇網
課。休學導致其延遲半年畢業，現在能做的就是在

家把專業知識學得更透徹更扎實。目前，他並不急
於回澳洲，要等疫情徹底穩定之後再返回。

在被問及是否曾遭遇歧視的問題時，易先生
說：“我確實曾在澳洲碰到過種族歧視現象，且短
短半年碰到過兩回。有一次我開車等紅燈，排在第
一個，開着車窗。一個過馬路的年長男子朝我車前
蓋吐了口痰，讓我滾回中國。”

就讀於新南威爾士大學的Tudy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因為之前澳洲放暑假，她於1月初回國，
原計劃2月返回，但由於澳洲採取有關臨時入境限
制措施，她便通過泰國中轉回到了澳洲，因此並未
耽誤學習。3月中旬，澳洲疫情爆發，她開始在家
上網課。關於種族歧視問題，她說，自己也看到過
類似報道，但並未親身經歷。“絕大多數澳洲人都
是十分友善的，路上碰到也會打招呼和微笑。”

料澳未來四年少賺160億
同時，留學生也為澳洲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

助力。根據澳洲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8-2019財年澳洲國際教育部門的經濟貢獻總數
額達到376億澳元。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澳洲教育行業將受到巨大打擊，預計全澳高校的留
學生收入將在未來四年減少160億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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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電池續航時間不理想，一直是困擾
眾多智能手機和新能源汽車用戶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從西北工業大學獲
悉，該校納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謝科予教
授團隊新近研發的二氧化碳電池，為徹底
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實驗數據顯
示，該團隊利用二氧化碳氣體轉換電能的
原理，研製出的“鋰—二氧化碳電
池”，不僅用材環保，續航力更較傳統鋰
電池提升了7倍。

用作手機電池 可連用三周
據謝教授介紹，與目前已經大量商

業化應用的鋰電池相比，鋰—二氧化碳
電池最大的優勢就是具有更高的能量密
度。“其容量比是鋰電池的7倍多，假設
我們現在使用的手機電池可以續航3天，
未來同等重量同等體積的鋰—二氧化碳
電池或許可以使用21天，甚至更久。”

轉化二氧化碳 更綠色環保
謝科予同時表示，鋰—二氧化碳電

池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利用二氧化碳
氣體提供電能，可謂是變“廢”為寶。
在整個能量轉換過程中，這款新型電池
比傳統的鋰電池更加綠色環保。
除此以外，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中，

比如火星表面的二氧化碳濃度高達
95%，深地深海等極端環境二氧化碳濃
度較高，在此類區域的探索工程中，
鋰—二氧化碳電池完全可以“就地取
材”，更好地發揮其優勢。
該新型電池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在航空、航天等領域亦具有廣闊的應用
前景，但團隊成員周麗嬌表示，要真正
大規模生產可能還尚需時日。“除了在
充電效率、電池充放電次數、成本控制
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提升，後續我
們可能還會圍繞鋰金屬負極方面做一些
保護，更好地提高電池的循環效率。也
會試着用固體聚合物替代現有的電解
液，為鋰—二氧化碳電池提供更多應用
場景。”周麗嬌稱，鋰—二氧化碳電池
的關鍵材料與作用機制都與傳統不同，
其顛覆性技術也必將為未來帶來無限可
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9日證實，中國與新加坡已經於8日正
式啟動了便利兩國必要商務和公務人員往來的“快
捷通道”。在確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將繼續
以穩妥方式逐步、有序恢復中外人員往來。

華春瑩說，中國和新加坡互為重要合作夥伴，
疫情發生以來，兩國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相互支
持幫助。經過近兩個月的溝通和準備，中新兩國已
經於8日正式啟動了便利兩國必要商務和公務人員
往來的“快捷通道”。這是兩國在疫情防控常態化
背景下恢復交往合作、支持復工復產的重要舉措。

她表示，中新之間的“快捷通道”也是中國
同東南亞國家建立的首個“快捷通道”，對於推動
兩國各自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維護地區和全球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都是有利的。中新“快捷通
道”會在中國6個省（市）同新加坡之間實施，雙
方將視情逐步擴大通道適用範圍，並探討逐步恢復
兩國間商業航班。
華春瑩表示，中國和韓國之間“快捷通道”

也已順利實施，效果很好。中國和德國之間的“快
捷通道”已於近日開通，受到雙方經濟界歡迎。搭
載德方來華復工復產人員的首批兩架包機已分別於

5月30日和6月4日抵達天津和上海。後續包機安
排也在計劃和籌備中。
她表示，目前還有一些周邊和歐洲國家正在

和中方溝通建立類似安排。中方一直積極採取必要
措施，保障從事必要經貿、科技等活動的外國人員
來華。
“我們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在確保防

疫安全的前提下，將繼續以穩妥方式逐步、有序恢
復中外人員往來，為各自國家復工復產、深化合
作、保障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和通暢作出積極努
力。”華春瑩說。

有序恢復對外往來 中新啟“快捷通道”

■新型電池
小如紐扣。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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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疫情未有效受控 發生多宗歧視亞裔事件
教育部對赴澳留學發預警

1月29日

澳洲報章《先驅太陽報》以CHINESE VI-
RUS稱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3月19日

兩名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在街頭遭遇涉
新冠肺炎疫情歧視性辱罵，其中一人被毆打

2月12日

據澳洲媒體《ABC Perth》報道，一名來自馬來
西亞的留學生被房東禁止進入租房處，同時換掉
門鎖並留下寫有“這間房子不歡迎妳”的紙條

今
年
澳
洲
歧
視
亞
裔
言
行
升
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澳洲主要高校計劃於7月前後陸續開

學。中國教育部9日發布今年第1號留學預警稱，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蔓延勢頭

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國際旅行和開放校園存在風險。疫情期間，澳洲發生多宗針對

亞裔的歧視性事件，提醒廣大留學人員做好風險評估，當前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

習。對此，多位中國留學生表示，希望澳洲有關部門能做好相關工作，讓大家能安

心在澳洲求學。據悉，2020年有超17萬中國學生在澳洲留學，佔比約25%。

“希望澳洲方面能切實處理好相關問題，兩國關
係向好發展，讓我能順利赴澳讀博。”準備

前往澳洲某大學讀健康科學方面博士的胡敏顯得比其
他人都急切。因為經過近一年的等待，他的簽證最近
才下來，此前獎學金和錄取offer因為沒有及時入學
而過期，必須重新申請。這次教育部發布的預警，讓
他感到近期入學似乎又有點懸了。他表示，“如果澳
洲封關到年底的話，獎學金肯定會再次過期。同期的
同學博士都讀完一半了，我卻前途不明。”

留澳生：確有害群之馬
就讀於昆士蘭大學的易先生於1月18日結束

實習回國，2月1日澳洲採取有關臨時入境限制措
施，而2月24日大學就要開學。在得知禁令短期內
不會撤除後，大量中國留學生通過第三國中轉回澳
上課，他也試圖從吉隆坡中轉回去讀書，但沒有成
功。3月10日再次回國，並辦理休學，沒有選擇網
課。休學導致其延遲半年畢業，現在能做的就是在

家把專業知識學得更透徹更扎實。目前，他並不急
於回澳洲，要等疫情徹底穩定之後再返回。

在被問及是否曾遭遇歧視的問題時，易先生
說：“我確實曾在澳洲碰到過種族歧視現象，且短
短半年碰到過兩回。有一次我開車等紅燈，排在第
一個，開着車窗。一個過馬路的年長男子朝我車前
蓋吐了口痰，讓我滾回中國。”

就讀於新南威爾士大學的Tudy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因為之前澳洲放暑假，她於1月初回國，
原計劃2月返回，但由於澳洲採取有關臨時入境限
制措施，她便通過泰國中轉回到了澳洲，因此並未
耽誤學習。3月中旬，澳洲疫情爆發，她開始在家
上網課。關於種族歧視問題，她說，自己也看到過
類似報道，但並未親身經歷。“絕大多數澳洲人都
是十分友善的，路上碰到也會打招呼和微笑。”

料澳未來四年少賺160億
同時，留學生也為澳洲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

助力。根據澳洲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8-2019財年澳洲國際教育部門的經濟貢獻總數
額達到376億澳元。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澳洲教育行業將受到巨大打擊，預計全澳高校的留
學生收入將在未來四年減少160億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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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電池續航時間不理想，一直是困擾
眾多智能手機和新能源汽車用戶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從西北工業大學獲
悉，該校納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謝科予教
授團隊新近研發的二氧化碳電池，為徹底
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實驗數據顯
示，該團隊利用二氧化碳氣體轉換電能的
原理，研製出的“鋰—二氧化碳電
池”，不僅用材環保，續航力更較傳統鋰
電池提升了7倍。

用作手機電池 可連用三周
據謝教授介紹，與目前已經大量商

業化應用的鋰電池相比，鋰—二氧化碳
電池最大的優勢就是具有更高的能量密
度。“其容量比是鋰電池的7倍多，假設
我們現在使用的手機電池可以續航3天，
未來同等重量同等體積的鋰—二氧化碳
電池或許可以使用21天，甚至更久。”

轉化二氧化碳 更綠色環保
謝科予同時表示，鋰—二氧化碳電

池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利用二氧化碳
氣體提供電能，可謂是變“廢”為寶。
在整個能量轉換過程中，這款新型電池
比傳統的鋰電池更加綠色環保。
除此以外，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中，

比如火星表面的二氧化碳濃度高達
95%，深地深海等極端環境二氧化碳濃
度較高，在此類區域的探索工程中，
鋰—二氧化碳電池完全可以“就地取
材”，更好地發揮其優勢。
該新型電池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在航空、航天等領域亦具有廣闊的應用
前景，但團隊成員周麗嬌表示，要真正
大規模生產可能還尚需時日。“除了在
充電效率、電池充放電次數、成本控制
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提升，後續我
們可能還會圍繞鋰金屬負極方面做一些
保護，更好地提高電池的循環效率。也
會試着用固體聚合物替代現有的電解
液，為鋰—二氧化碳電池提供更多應用
場景。”周麗嬌稱，鋰—二氧化碳電池
的關鍵材料與作用機制都與傳統不同，
其顛覆性技術也必將為未來帶來無限可
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9日證實，中國與新加坡已經於8日正
式啟動了便利兩國必要商務和公務人員往來的“快
捷通道”。在確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將繼續
以穩妥方式逐步、有序恢復中外人員往來。

華春瑩說，中國和新加坡互為重要合作夥伴，
疫情發生以來，兩國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相互支
持幫助。經過近兩個月的溝通和準備，中新兩國已
經於8日正式啟動了便利兩國必要商務和公務人員
往來的“快捷通道”。這是兩國在疫情防控常態化
背景下恢復交往合作、支持復工復產的重要舉措。

她表示，中新之間的“快捷通道”也是中國
同東南亞國家建立的首個“快捷通道”，對於推動
兩國各自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維護地區和全球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都是有利的。中新“快捷通
道”會在中國6個省（市）同新加坡之間實施，雙
方將視情逐步擴大通道適用範圍，並探討逐步恢復
兩國間商業航班。
華春瑩表示，中國和韓國之間“快捷通道”

也已順利實施，效果很好。中國和德國之間的“快
捷通道”已於近日開通，受到雙方經濟界歡迎。搭
載德方來華復工復產人員的首批兩架包機已分別於

5月30日和6月4日抵達天津和上海。後續包機安
排也在計劃和籌備中。
她表示，目前還有一些周邊和歐洲國家正在

和中方溝通建立類似安排。中方一直積極採取必要
措施，保障從事必要經貿、科技等活動的外國人員
來華。
“我們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在確保防

疫安全的前提下，將繼續以穩妥方式逐步、有序恢
復中外人員往來，為各自國家復工復產、深化合
作、保障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和通暢作出積極努
力。”華春瑩說。

有序恢復對外往來 中新啟“快捷通道”

■新型電池
小如紐扣。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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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CBA降薪草案曝光降薪草案曝光

■■易建聯將大幅減薪易建聯將大幅減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雖然中超有
望於7月重開，不過有球會解散的壞消息仍然
不絕於耳，2017年成立的中乙球隊拉薩城投宣
布解散一隊，隊中球員更已開始到其他球會試
訓。
拉薩城投於2017年正式註冊，在西藏最

大國企拉薩城投的支持下，曾聘請了謝育新及
張彪等知名教練擔任主帥，今季更打着衝擊中
甲的旗號希望更上一層樓，總經理顏培龍表示
球隊在季前的確有決心要取得佳績：“上季我
們投放了超過3千萬（人民幣），對一支中乙
球隊而言很不容易，早於上年12月我們就展開
了冬訓，為的就是要在今季取得好成績。”

可惜疫情來襲全國球壇停擺，拉薩城投的
雄心被潑了一盤冷水，加上主場選址等“硬
傷”，令球隊在職業足球的道路走到終點，顏
培龍表示：“西藏足球發展相對落後，加上由
於高原氣候問題不能在位於拉薩的主場出戰，
在凝聚球迷方面有些困難。”
拉薩城投一度將主場提出改為拉薩市東部

的林芝體育場，不過由於疫情關係相關驗證工
作出現不少阻滯，雖然中國足協最後將拉薩城
投列入中乙的准入名單，但球會仍避不過解散
命運，顏培龍表示隊中球員已開始到其他球會
試訓，至於退出職業聯賽後會否保留青少年等
梯隊，則仍在考慮當中。

中國足協日前宣布聘請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
院副院長馬昕、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教授、醫務處
長王惠英女士為“中國足球協會防疫專家”。

隨着全國疫情逐步緩解，足球職業聯賽啟動
被提上議事日程。中國足協競賽部根據我國相關
政策和其他賽事疫情防控經驗，擬定了《中國足
協職業聯賽疫情防控指南》（以下簡稱《指
南》）作為聯賽啟動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足協工作團隊此前專程赴復旦大學附屬

華山醫院，就加強國家隊、職業俱樂部及聯賽的
疫情防控和《指南》內容徵求意見。張文宏認為
《指南》整體完善，對聯賽安全運行有很好的支
撐作用，並就個別細節問題提出了專業的應對建
議。
“我國的疫情防控成果理想，整體環境非常

安全，在堅持定期核酸檢測的前提下加強閉環管
理，有助於聯賽的順利進行。”張文宏說。

■新華社

張文宏任中國足協防疫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中國國家射擊隊於日前進行
了隊內考核賽，其中來自河南的
史夢瑤在女子50米步槍三姿比
賽中，以 465.1 環的總成績奪
冠，同時打破這項目的決賽世界
紀錄。
史夢瑤是日狀態看來甚佳，在
資格賽以1,171環成績，輕鬆殺
入決賽。到決賽，史夢瑤按照跪
姿、臥姿、立姿順序，分別打出
15發子彈，結果這位河南選手
在跪姿結束後已輕鬆帶出，最終
以465.1環獲得冠軍，超越意大
利選手祖博拉辛保持的決賽世界
紀錄0.4環。
史夢瑤賽後接受訪問時就表

示：“這是射擊隊恢復訓練後的
第一次考核，我在打的過程中非
常大膽果斷。總結而言，我對這
次比賽的表現很滿意，算是有正
常發揮，自己的收穫也很大，對
技術動作更加堅定，在接下來的
訓練，我會更加肯定自己。”

■■拉薩城投難逃解散命運拉薩城投難逃解散命運。。 官方圖片官方圖片

■■ 張文宏向足協提供張文宏向足協提供
專業意見專業意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原氣候成硬傷

中乙拉薩城投宣布解散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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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夢瑤發揮出色史夢瑤發揮出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眾一眾CBACBA外援均要減薪外援均要減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首鋼尚未公布具體北京首鋼尚未公布具體
的降薪方案的降薪方案。。 中新社中新社

上海大鯊魚
僅剩一外援應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CBA聯賽復戰
在即，惟上海大鯊魚卻遭遇“擱淺”風險，目前他
們隊中只剩下一名外援應付賽事。

雖然大鯊魚一度將莫泰尤納斯、康寧漢姆和麥
卡勒姆3名外援都及時“召回”隊中，但由於續約
問題談不攏，康寧漢姆和莫泰尤納斯都已離隊。這
也意味着“三外援”出戰剩餘賽事的計劃告吹，只
有麥卡勒姆“單天保至尊”出戰餘下CBA賽事。

據球會消息人士透露，康寧漢姆的合約已於5
月15日到期，早已提前離隊。球隊原本計劃莫泰
尤納斯和麥卡勒姆“雙外援”出戰，由於很多球隊
的外援都因為疫情原因未能歸隊，擁有“雙外援”
的上海大鯊魚還是具備一定優勢。

然而這個如意算盤卻未能打響。莫泰尤納斯已
向球會提出，基於健康考慮，要球會提前延續下賽
季合同，才會同意繼續出戰，惟會方卻未有同意；
莫泰尤納斯也拒絕了大鯊魚男籃提出，以額外出場
費方式打完本賽季的條件，最終雙方選擇分道揚
鑣。這也意味着，上海大鯊魚隊將只有麥卡勒姆一
名外援能參與本賽季CBA剩餘比賽。

■■麥卡勒姆麥卡勒姆（（右右））成為上海唯一外援成為上海唯一外援。。 新華社新華社

休賽期減幅最高或超休賽期減幅最高或超5050%%休賽期減幅最高或超50%休賽期減幅最高或超50%

草案將減薪時段分為休賽期和復賽期，依
照本土球員、教練以及外援有不同的降

薪標準，休賽期外援月薪不高於2,500歐元
者，降薪0到20%；月薪超過2,500歐元部
分，降薪50%起。休賽期的本土球員，月薪
不高於20,000元人民幣者，降薪0到20%；
月薪超過20,000元人民幣者，降薪50%起。
復賽期部分，方案指出外援月薪的降低幅度
應低於休賽期內幅度，且不得高於50%；本
土球員、教練的情況也一樣，降薪幅度應低
於休賽期標準，且不得超過50%。

易建聯恐失千萬人民幣
在此情況下，所有球員，不管是否大

牌，都有機會受到牽連。根據媒體報道，目
前北控已宣布集體降薪，是CBA首支降薪的
球隊，另外廣東宏遠也證實降薪幅度達
50%，只是易建聯一人恐怕已損失1,000萬元
人民幣，而林書豪所屬的北京首鋼則尚未公
布具體的降薪方案。
本賽季的CBA聯賽於1月21日結束第30

輪較量後，便進入春節假期。疫情發生後，
CBA推遲原定於2月1日起的所有賽事。日
前，中國籃協已宣布CBA將於6月20日重
啟，以賽會制加空場的方式進行復賽。CBA
公司早在4月中旬已宣布中高層管理人員也會
降薪，其中公司首席執行官（CEO）降薪
35%，總監及以上級別人員分別降薪
15%-30%。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減薪潮蔓延

到 CBA，《關於 CBA俱樂部共同應對

新冠疫情進行降薪調整的相關指導意

見和實施細則（草案）》（以下簡稱

草案）日前曝光。根據這份草案，

CBA球員及教練在休賽期的減薪幅度

最高或超50%，但各球會可根據自身

情況決定實施與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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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控制系统、飞行时产生的强

烈下洗气流、难以克服的气流涡环状态

和叶片失速，与此同时，速度极快、威

力巨大、可垂直起降、能把部队和补给

送到敌人的防线后方……这就是V-22

“鱼鹰”，一款优缺点同样明显的超级

飞机。在十几年曲折的研发与试验中，

已有30多人死于飞机意外事故，而自

2006年量产以来，仅公开报道中，V-22

“鱼鹰”就发生了至少70余起事故！

V-22“鱼鹰”到底是一只凶猛的“鹰”

，还是一只普通的“鸟”?那就“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了！但，在如此多的缺

点和高故障率下，美国军方为何还是坚

持装备V-22“鱼鹰”？本文主要通过算

一下“经济账”，来解答一下！

安全性能

这里对“鱼鹰”的缺点不多赘述！

熟悉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的人知道

，在其研制及应用的20多年里，技术困

难层出不穷，飞行事故接二连三。仅仅

1991至2000年，就发生4次坠机事故，

造成30人死亡，这在航空史上亦是罕见

的。尤其是2000年的2次坠机事故，导

致美国国内许多人质疑该型机的未来，

要求停止其研发和生产，V-22前景因此

变得非常黯淡。峰回路转发生在“911

”后，美军对于特种作战飞机的需求急

剧增长。为此，美国国防部及工业部门

对V-22“鱼鹰”的关键硬件及软件进行

了一系列重新设计和改进。

尽管有如此良好的飞行表现，“鱼

鹰”的飞行事故仍然引人注目。在阿富

汗，2010 年 4 月，美空军一架 CV-22

“鱼鹰”在一次支援特种部队的行动坠

毁，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美国空

军安全小组最该机坠毁的环境进行评估

发现，包括高空、暗夜和恶劣地形在内

的综合因素，是飞机坠毁的原因。而美

国国防部和工业部门组成的联合技术调

研组发现，坠毁的“鱼鹰”一台发动机

完好，另一台出现故障。调查部门在对

坠毁飞机的速度、高度和油料状况进行

审查后指出一台发动机故障不可能导致

该机坠毁。基于技术审查结果，美空军

特战司令部发表声明，发动机故障不是

飞机坠毁的原因。这样，在坠毁事故发

生几天后，CV-22“鱼鹰”恢复作战任

务。

液压油泄漏起火，是“鱼鹰”另一

个安全隐患。过去几年里，由于V-22

“鱼鹰”发动机工作时发生液压油泄漏

，引发几次发动机周边部件起火。因为

在每次起飞和降落中，V-22“鱼鹰”发

动机和旋翼系统会发生倾斜，相对其他

飞机来说，这些位置部承受的压力会大

得多。针对这些问题，美国国防部和工

业部门通过改进飞机的硬件和软件，对

液压油泄漏问题进行检测和预防。最初

的解决方案是，告知机组人员在液压系

统泄漏时关闭该部分系统，后续的改进

方案则是为飞机的关键部件安装质量更

高的液压管线。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测试

，发现问题出在压气机上，MV-22“鱼

鹰”为此更换了所有压气机，包括那些

安装了高质量液压线未发生发动机起火

的飞机

相对成本

确定某型飞机成本的高低，除了看

其最初的采购成本，还应关注该型飞机

的飞行及维护成本、后勤保障所需的人

员成本等。美海军陆战队的MV-22“鱼

鹰”的每架采购成本约7400万美元，空

军的CV-22“鱼鹰”因为增装了地形跟

踪雷达，以及包括红外干扰系统在内的

先进防御系统，采购成本每架约8400万

美元。与美陆军UH-60M“黑鹰”基本

型直升机每架1600万美元的采购成本相

比，MV-22“鱼鹰”的成本显然高出很

多。但是，为应对未来的威胁，安装了

防御系统和全球网络通信系统的先进

UH-60“黑鹰”直升机，成本更加高昂

。2008年，埃及曾以每架4400万美元的

价格采购了4架UH-60“黑鹰”。而美

空军采购的最新改进型UH-60“黑鹰”

，在对其改装后，每架直升机的价格预

计为4000万美元，约为V-22“鱼鹰”的

一半。

不过，UH-60“黑鹰”直升机仅能

容纳7至10人，而V-22“鱼鹰”能容纳

24人。作战时，V-22“鱼鹰”拆除座椅

，可搭载35人之多。此外，V-22“鱼鹰

”的速度每小时达463公里，是UH-60

“黑鹰”的2倍，这意味着在同一时间

V-22“鱼鹰”的飞行距离是UH-60“黑

鹰”的2倍。为了增加UH-60“黑鹰”

的航程，美军还需要空中加油装备的支

持或出动更多的地面加油设备。由此成

本也会随之增加。

所谓“贵中贱”，精打细算后的美

海军陆战队发现，虽然V-22“鱼鹰”每

小时的飞行成本比其他直升机高，但其

效益相应也高，因为它可以将更多人员

运送至更远距离。CH-46型直升机，每

小时飞行成本为4600美元，但运送的人

员数量仅为V-22“鱼鹰”的一半，并且

其飞行速度慢，飞行距离也不远，运载

1位乘客飞行1公里的成本为1.98美元

。另一款CH-53E重型直升机，可通过

机身吊装运送沉重的装备，运送的人员

数量与V-22“鱼鹰”差不多，每小时飞

行成本也与V-22“鱼鹰”相当，但它的

飞行速度慢，飞行距离不如V-22“鱼鹰

”，运载1位乘客飞行1公里的成本为

1.95美元。美海军最新型的MH-60S直

升机每小时飞行成本仅为2500美元，但

它只能运送7名乘客，飞行距离更是短

得多其运载1位乘客飞行1公里的成本

为1.78美元。

相对于上述机型，V-22“鱼鹰”每

小时的飞行成本约为1.15万美元，但是

，由于运送乘客数量多、速度快，V-22

“鱼鹰”运载1位乘客飞行1公里的成

本为1.09美元。由此可见，V-22“鱼鹰

”的运输成本比UH-60等直升机要低得

多。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军方一直看好

该机，即便早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出

现很多飞行事故也对“鱼鹰”不离不弃

！

近年，V-22“鱼鹰”项目工程师采

取措施继续大力削减该型机的飞行成本

。2010年，V-22“鱼鹰”每小时飞行成

本减至1.04万美元,2011年上半年则减至

9400美元。根据2011年飞行成本计算，

V-22“鱼鹰”运载1位乘客飞行1公里

的成本降至0.89美元（现在这一数字更

低），约为CH-46和UH-60费用的一半

。这里，CH-46和UH-60还需要额外的

后勤保障成本，如空中加油、加油车及

人员费用。

目前，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

战行动已经结束，未来1至2年，也将

完成在阿富汗的撤军。由此，美军的目

光已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以打击恐怖主

义和应对可能发生的威胁。在此背景下

，V-22“鱼鹰”会发挥更大作用。以空

军CV-22“鱼鹰”为例，其可在需要强

大通信能力和防御能力的地方参加打击

大规模敌人的行动。此外，该机经过改

进的防御系统，能避开敌人先进的探测

系统，免受地面及空中武器的威胁，向

建有综合防空系统的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而舰载型MV-22“鱼鹰”除执行保护

航道任务，相对其他型号直升机来说，

可以部署在距敌人较远的基地或海上平

台，从而远离敌人反舰导弹发射平台的

攻击。另外，在使用其他国家军事基地

越来越难、未来深入敌后的反恐任务越

来越多的情况下，V-22“鱼鹰”的利用

价值也会凸显。

美国陆军已开始研制一种新型直升

机。据称，陆军希望该型直升机速度更

快、航程更远、有效负载更多、需要的

后勤补给更少、生存能力更强。目前，

陆军研究集中在一款类似RAH-66“科

曼奇”隐身直升机(已被取消)的项目上

，并已研制出一架原型机（代号S-97）

。该原型机机尾安装一台小型辅助推进

螺旋桨，因此，飞行速度比现有直升机

都快。不过，该型机要到2030年才会服

役，因而在未来10年里陆军的运输能力

仍存在缺陷。在此期间，一种解决方案

是，陆军为V-22“鱼鹰”安装更多武器

和电子系统，以满足其高速度的要求。

当然，陆军也可以使用V-22“鱼鹰”执

行医疗后送和搜索救援任务。陆军还可

将V-22“鱼鹰”的功能扩展至未来发展

的飞机之中，使陆军减少研发上的风险

，也缩短航空电子等先进技术设备集成

到直升机上的时间

可以说，V-22“鱼鹰”有着坎坷曲

折、多灾多难的过去。但是，在对V-22

“鱼鹰”综合分析后发现，其拥有的优

势在远距离冲突中至关重要。当此之际

，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及国会正寻求控

制预算，另一方面又要维护世界上最强

大的军队。由此，V-22“鱼鹰”凭借其

极高的性价比和强悍的性能，理所应当

成为美军当前和未来的首选系统。

V-22，不是凡鸟的“鱼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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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圖為位於黃金廣場內圖為位於黃金廣場內，，H MartH Mart 超市旁的超市旁的 「「東海海鮮酒家東海海鮮酒家」」 門面門面。。

在在 「「東海東海」」 海吃美食海吃美食，，賓主盡歡賓主盡歡 !!

在疫情艱難時期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日前特地聯合了數家中國城知名在疫情艱難時期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日前特地聯合了數家中國城知名
餐廳舉辦愛心午餐便當分發活動致敬於休斯頓警察局警官們勞苦功高對於社區餐廳舉辦愛心午餐便當分發活動致敬於休斯頓警察局警官們勞苦功高對於社區
的貢獻的貢獻。。以及餐廳東主們的慷慨解囊以及餐廳東主們的慷慨解囊，，活動意義重大活動意義重大。。

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愛心午餐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愛心午餐
分發活動集錦回顧分發活動集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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