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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彭斯承認檢測試劑短缺
弗洛伊德案 家屬達成 2,700 萬美元和解
（綜合報導）3 月 5 日，負責
急支出法案，他當時對記者
新冠疫情工作的美國副總統彭斯對
說：“我只是想說明，在檢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記者承認，“我們現有檢測（工具
測方面，我們已經向華盛頓
【綜合報道】英
至於涉案的蕭文，則面臨二級、三級謀殺與二級故意殺人的起訴；
國廣播公司(BBC)
如果判決確定，將面臨 65 年的牢獄之災。不過，蕭文迄今仍不肯認罪。
）不足，不能滿足檢測需求的預期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提供了他
12 日 報 導 ， 因 遭
另 3 名警察陶杜（Tou Thao）、雷恩（Thomas Lane）與昆恩（J. Alex增長。”儘管在一天前（4
日），
們要求的所有檢測。我們整
美國警方壓頸而
ander Kueng），則遭檢方以協助、教唆謀殺與過失致死罪起訴。
死的非裔男子佛
佛洛伊德家屬的委任律師克魯普(Ben Crump)主張， 「這樁有史以來
他還絕口不提短缺問題。
個星期都在談論的試劑盒的
洛伊德，其家屬
最大宗不當致死案的審前和解協議，向世人傳達一有力訊息，即黑人的
但是一天后（6
已 和 明 尼 阿 波 利 日），美國衛
命 也 是 命 ， 警 察 必 須 停生產和運輸，完全按計劃進
止對有色人種的暴行」 ；拍攝到的影像更凸顯
斯 市 政 府 達 成 2,
「正義與改革有著不可否認的需求」
生與公眾服務部長亞歷克斯
·阿扎
行。” 。
700 萬美元的民事
BBC 指出，佛洛伊德為手無寸鐵的黑人，卻遭警官蕭文以膝蓋壓制
（Alex Azar）
在
ABC
新 聞 的2020
節目
他說，美國疾控中心已
和解。至
於過
度
頸部，並於
年 5 月去世。整個過程遭拍攝，而影片也在網路持續發
執 法 的 警 察 (Der酵，並引發全球 「黑人的命也是命」
抗議活動。
中卻堅稱，“檢測設備沒有短缺，
經向州和地方政府實驗室運
ek Chauvin)， 則
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中，佛洛伊德因在商店使用偽造的 20 元美
也從來沒出現過短缺”，明顯與彭
送了能夠檢測
7.5 萬人的材
遭檢方控以二級
鈔，而遭 4 名員警盤查。警方將佛洛伊德壓制在地，蕭文則以膝蓋抵住佛
、三級殺人罪，最高恐面臨 65 年的有期徒刑。
洛伊德的脖子，過程中佛洛伊德不斷表達
「我無法呼吸」 。佛洛伊德送
斯口徑不一。
料。此外，與疾控中心合作
關於佛洛伊德遭警官蕭文謀殺一案，當地法院正徵選陪審團中。預
醫後死亡。
阿扎還說，“到本週末，我們
的 私 營 承 包 商 Integrated
計自 3 月 29 日起，將自 12 名陪審員選出 6 人參加聽證會。目前明尼阿波
2020 年 6 月，佛洛伊德家屬的委任律師提起民事訴訟。其主張，明
今年夏令日光節約時
間
利斯市以投票表決預審地點，這將成為該市最受關注、也是規模最大的
尼阿波利斯市沒有對員警的適當執法進行教育訓練，也疏於淘汰表現不
今年夏令日光節約時間將於
3月
14
將在美國各地的公共衛生實驗室、
DNA Technologies 已經向私
一次預審。
佳的員警；更何況，在警界服務長達 19 年的蕭文，遭投訴的次數高達數
日(星期天)凌晨
2 時開始實施，時間需
將於 3 月 8 日
( 星 期 天) 凌 晨 2
私人實驗室和商業實驗室進行超過
營
部
門
和
醫
院
分
發
了
足
夠
不過，最終審理時需要 12 名陪審員與 4 名候補陪審員；然在此群情
十次。克魯普表示， 「這只是通往正義之路的一小步。佛洛伊德的離世
往前撥快一小時，別忘了睡前撥鐘。
時開始實施，時間需往前撥
激動且備受矚目的時刻，想找到合適的陪審員相當困難。
成為世人清算種族與偏見的催化劑」
。 測的材料。 “剩
120 萬次的測試，而且這一數字還
70 萬 次 檢
快一小時，別忘了睡前撥鐘
在以百萬計的規模迅速擴大。”
餘的批次今天上午已經送達
。
另據《紐約時報》消息，同一
疾控中心進行質量檢測，我
天（6 日），阿扎陪同川普在白宮
們預測，這個週末就可以用
400 萬檢測試劑。
(路透社
路透社)
)
簽 署 83 億 美 元 針 對 新 冠 病 毒 的 緊
了。因此，下週將繼續生產多達

日光節約時間3月8日
別忘調快一小時
日光節約時間3月14日 別忘調快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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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分 「
聯邦大餅」
聯邦大餅
」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3/
03
/13
13/
/2021

今天應邀和國會議員格林出席了美國
联邦政府之緊急援助紓困案之說明， 這
項一萬九千萬億的巨大救助案日前已由拜
登總統簽署生效，一千四百元的現金這兩
天将送到大家手中。
格林議員非常感性的表示，新冠疫情
让許多家庭失去親人，失去職業，許多人
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今天我們總算能送
来了急救雨，他是在此案中特別提出以一
百億資金援助小企業获得商業貸款。
在這场说明會上，各大小城市之民意
代表和市長都出席了，他們對政府之徳政
，對於缺錢的市府而， 真是一陣及時雨
。
我在會上也再度要求各級政府應該對
華亞裔國際社區多予援助，許多微小企業
以往根本無法得到照顧，如此龐大的大餅
，大家一定要努力爭取， 美南傳媒和格
林辦公室從下週起將設立服務專線， 為
大家展開服務諮詢工作。

Congressman Al Green Came To The Rescue
Our dear friend and brother Al Green hosted a community
meeting to outline all the details about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Congressman Green said,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d
that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which was signed by President Biden includes two pieces of legislation I propo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House Financial Service committee
chairwoman Maxine Waters. HR 1669 reauthorizes and
funds at $10 billion the state small business credit initiative which will unleash $100 billion in low cost capital to
small business.”
I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our congressman
who took to heart the effort to help our community. We will
organize the service line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from our
community businesse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is really a great day for all of us. We are looking for
better day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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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分配政策遭成員國質疑
歐盟：
歐盟
：支持按人口比例公平分配
（綜合報導）歐盟委員會發表聲明稱，歐盟
是依據每個成員國的人口比例並參照流行病學數
據進行新冠疫苗分配的，與此同時，各成員國政
府對於如何在國家間共享疫苗擁有決定權。
此前一天，奧地利總理庫爾茨批評歐盟新冠
疫苗分配不公正，違背了歐盟領導人達成的按人
口公平分配的協議。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等歐盟
成員國領導人則聯合致函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
會，要求就新冠疫苗分配問題進行討論。

歐盟委員會在聲明中回應指出，各成員國政
府此前曾同意採取一項靈活的政策，即如果有國
家選擇不按照其人口比例獲取疫苗，那麼疫情形
勢更嚴峻的成員國可以獲得更多劑量的疫苗。聲
明說，歐盟方面支持嚴格依據每個成員國的人口
比例公平分配疫苗的做法。
目前歐盟已批准歐美 4 款新冠疫苗投入使用
，但因疫苗接種速度明顯慢於英美等國，歐盟的
疫苗政策備受外界指責。

英國首相表態拒絕將
帕特農神廟雕塑歸還希臘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約翰遜
日前表態拒絕將帕台農神廟雕塑
（又稱“埃爾金大理石雕”）歸還希臘，他認為這些文物是“由
大英博物館合法擁有”。這是自約翰遜擔任英國首相以來首次就
此問題公開表態。
約翰遜在接受希臘報紙《TA NEA》專訪時稱，他了解希臘
人民以及總理米佐塔基斯（對帕台農神廟雕塑）的強烈感情，但
英國政府在這些雕塑的議題上一直持有堅定的立場，因為它們是
埃爾金伯爵根據當時的法律合法購買的，並且自購入以來就一直
由大英博物館的受託人合法擁有。
回顧歷史，1801 年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埃爾金伯爵從帕台
農建築物上拆下石雕並運走。這些石雕主要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
，部分雕刻品分別被收藏在巴黎的盧浮宮、丹麥的哥本哈根等地
，大部分剩餘雕塑仍然收藏在雅典衛城博物館，還有少數雕刻仍
可以在神廟的廟體上看到。
希臘大約從 30 年前開始要求歸還文物，而英國政府一直堅拒
，並表示帕台農石雕是在當時的希臘統治者、奧斯曼帝國允許下

阿斯利康疫苗被全球多國叫停
（綜合報導）近日，由於發生民眾接種英
國阿斯利康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後出現血栓或
死亡事件，全球多個國家宣布暫停接種阿斯利
康疫苗。
在歐洲，連日來已有包括奧地利、丹麥、
挪威、冰島、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亞、愛
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盧森堡等國宣布
暫停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奧地利聯邦衛生安全部門在其官網指出，
出現一名接種者凝血異常死亡，暫停接種同一
個批次的阿斯利康疫苗。

當地時間
11 日，丹麥
、挪威和冰
島分別宣布
，由於發生民眾接種英國阿斯利康公司生產的
新冠疫苗後出現血栓的事件，暫停接種阿斯利
康疫苗。丹麥衛生部門表示，該國一名接種者
死亡。
當地時間 11 日，由於意大利西西里島出現
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死亡事件，意藥監局決定
暫停使用同一批次的阿斯利康疫苗。據意大利
媒體報導，該批次疫苗共約 50 萬劑，已在意全
國分發。
當地時間 12 日，保加利亞暫停接種阿斯利
康疫苗。保加利亞總理鮑里索夫表示，在歐洲

前往英國的，具有清楚的來源，而非是戰爭後的掠奪。
1982 年，時任希臘文化部長的梅利娜.邁爾庫裡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全體會議上提出一項議案，要求大英博物館將帕特農神廟
雕塑歸還給希臘，儘管這一要求得到大多數與會國代表的支持，
但投票結果並沒有任何強有力的約束作用。從那時起，希臘政府
一直在向英國追討帕特農神廟雕塑，但始終遭到英國的拒絕。
2020 年 6 月 20 日是雅典衛城博物館建成 11 週年，當天，希臘
政府再次敦促英國歸還帕特農神廟雕塑。希臘文化部長門佐尼表
示，希臘當局永遠不會放棄對文物的索回要求，因為這些雕塑是
“盜竊品”。
門多尼說，自 2003 年 9 月雅典衛城新博物館開始施工以來，
希臘一直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雕塑。她說，根據多項民調，英國
民眾也認為應將雕塑歸還希臘，“遺憾的是，大英博物館雖堪稱
世界最大且最重要的博物館，但它仍受到過時的殖民主義觀點的
統治。”

藥品管理局發布書面聲明保證阿斯利康疫苗安
全之前，將保持暫停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狀態。
當地時間 12 日，西班牙多個大區相繼宣布
暫停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接種工作，其中包括
卡斯蒂利亞-萊昂，安達盧西亞，加納利，阿斯
圖里亞斯等大區。
此外，受歐洲多國暫停接種阿斯利康新冠
疫苗事件影響，泰國政府 12 日宣布將暫緩原定
於當天開始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當地時間 12 日，英國阿斯利康公司在一份
聲明中表示，他們的安全數據分析顯示，沒有
證據表明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種者患血栓或肺栓
塞的風險會增加。阿斯利康公司還表示，將全
力支持正在進行的相關調查。
同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世衛

組織已獲悉一些國家暫停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世衛組織全球疫苗安全諮詢委員會正在認真評
估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性，充分了解後將立即通
報調查結果，以及是否會修改阿斯利康疫苗使
用建議。
當地時間 12 日，歐洲藥品管理局在一份聲
明中稱，該機構的藥物警戒風險評估委員會
“已建議更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產品信息，
將過敏反應列入副作用清單中”。
此次產品信息更新，基於對英國約 500 萬例
疫苗接種中出現的 41 份疑似過敏反應報告的審
查。在對數據進行仔細審查後，藥物警戒風險
評估委員會認為，報告中的一些過敏反應可能
與疫苗相關。

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21年3月14日

A4

Sunday, March 14, 2021

神獸回籠！英國再迎“解封” 有備而來？
英國迎來再度“解封”，分步
驟實施，第一個“重頭戲”是英格
蘭地區學校線下復課。英國首相約
翰遜稱之為英國社會“恢復正常的
第一步”。
有了此前“解封”後疫情反撲
的教訓，再加上英國正大規模推進
新冠疫苗接種，這一次“解封”，
英國是否有備而來？請看新華社記
者從倫敦發回的報道——
“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停課”
“我說不出我有多高興。孩子
們終於要回到學校了！”家住倫敦
北部的“老母親”薩拉 · 麥克尼
爾告訴新華社記者。
薩拉8日一早與丈夫一道送兩個
女兒上學。“我看見上學路上無論孩
子還是家長，臉上都掛著笑容。”
她感嘆說，自去年 3 月以來，

SpaceX 第 20 批星鏈衛星上天
累計發射超 1200 顆
綜合報導 SpaceX 第 20 批 60 顆“星鏈”衛星搭乘獵鷹 9 號從佛羅裏
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火箭起飛 65 分鐘後，60 顆衛星被部署到軌道
上，SpaceX 累計發射超 1200 顆“星鏈”衛星。
本次飛行是該枚獵鷹 9 號一子級的第 8 次飛行，也誕生了 SpaceX 的
第二枚一箭八飛火箭。在此之前，該枚一級火箭已執行過 7 次任務，包
括最後一批銥星衛星 Iridium-8 任務、 Telstar 18 VANTAGE 通信衛星任
務以及 5 批“星鏈”衛星發射任務。
不同於 2 月中旬發射第 19 批“星鏈”衛星的一箭六飛火箭著陸失敗
、迷失夜空，本次發射中，一二級分離後，一級火箭著陸在大西洋裏
“當然我依然愛你”無人駕駛駁船上。
據 SpaceNews 報道，SpaceX 一高層 3 月 1 日在透露 2 月中旬獵鷹 9 號
回收失敗的原因時表示，高溫氣體穿透了一級火箭一臺梅林發動機周圍
的防護罩，從而引起了發動機在上升過程中關機。盡管一臺發動機關機
不影響發射升空，但一級火箭沒有足夠推力實施著陸。
此次發射是自2019年5月首批60顆“星鏈”衛星上天以來，SpaceX專項組
網部署的第20批“星鏈”衛星，也是今年以來的第4批“星鏈”組網專發。
目前SpaceX已累計發射1203顆“星鏈”衛星，如果算上2018年2月發射的
兩顆測試衛星Microsat-2A和Microsat-2B，SpaceX發射了1205顆“星鏈”衛星
。不過據SpaceNews報道，其中已有60多顆衛星脫離軌道。
SpaceX已開放“星鏈”網絡的預定服務，並表示“星鏈”不受傳統地面
基礎設施的限制，可以為接入不可靠或完全不可用的地區提供高速寬帶網絡。
去年 12 月，位於弗吉尼亞州農村的懷斯縣公立學區宣布，將為該地
區的一些家庭提供“星鏈”網絡，以支持遠程學習。SpaceX 表示，該學
區大約有 40%的師生家裏沒有網絡接入，但目前已有超過 40 戶家庭連接
上了高速網絡。

孩子們課業一直深受疫情影響，居
家學習尤為艱難，自己又當媽又當
老師，終於盼到線下復課，她和孩
子都很高興。
英國新增新冠病例數雖比高峰期
下降不少，過去一個星期單日新增仍
有五六千例。在這種形勢下讓孩子重
返校園，薩拉還是有些擔憂。不過，
她認為此次復課采取的防疫措施更嚴格
，準備更充分，相信學校能做好防控，
“由衷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停課”。
返校新規：檢測+口罩
為防控疫情，英國近一年來已
兩度關閉學校，又兩度線下復課。
此次復課采取的措施更嚴格，比如
：所有中小學教職人員每周接受兩
次快速病毒檢測；中學生返校後要
在校內完成 3 次快速病毒檢測，之
後每周在家自行檢測兩次；中學師

生要在教室裏戴口罩。
中學生家長克麗· 阿爾馬克說
，支持孩子在校期間都戴口罩，也
樂意幫助孩子在家中定期做病毒檢
測。“對十幾歲的孩子而言，這不
過是一個小小的額外要求，卻能幫
助他們重返校園。”
不過，這些校園防疫新規大多屬
於政府建議，而非強制措施，因此實
際執行情況和效果還有待檢驗。
英國中學校長協會日前公布的一
項調查結果顯示，900 多名受訪中學
校長中，超過80%認為自己學校在推
進學生病毒檢測方面有困難。
倫敦中學老師馬庫斯· 赫德也
告訴記者，要一次性完成對校內近
千名學生的檢測工作非常困難，學
校正實施分年級“錯峰復課”。
中學校長戴維· 奧圖爾認為，
復課後的校園防疫安全需要學校與

疫苗來了 防疫別停
英國政府正加速推進新冠疫苗
接種，目前超過兩千萬人已接種第
一針疫苗。這也增加了英國社會對
再度“解封”計劃的期待值。
不過，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
遜 8 日強調說，學校線下復課肯定
會給疫情帶來影響，而且英國單日
新增新冠入院病例仍比去年夏季疫
情低谷時高出約 8 倍，因此接下來
要密切關註疫情數據變化，再決定
“解封”下一步怎麼辦。
他敦促英國民眾繼續嚴格遵守
防疫規則，“請大家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並請繼續待在家
裏”。

此前定罪被推翻
巴西前總統盧拉明年可能參選
綜合報導 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法欣就
此前對前總統盧拉的貪汙罪判決作出廢除
裁決，徹底推翻此前的定罪。該裁決或使
盧拉獲得2022年競選巴西總統的資格。
據報道，法欣判定盧拉在“洗車行動”
反腐調查中受到的各項指控與巴西石油公
司貪腐案並無直接聯系，且庫裏蒂巴第十
三聯邦法庭對盧拉的裁決“缺乏司法管轄
權”，因此將此案移交至首都巴西利亞聯
邦區的法院審理。根據規定，該裁決無需
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批準。除非重新定罪，
75 歲的盧拉將重獲競選公職的權利。巴
西總檢察長辦公室隨後發表聲明稱，將對
法欣的裁決提出上訴。
盧拉當天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法欣的
裁決表明，他本人和團隊在這場漫長的司
法鬥爭中一直是正確的。據報道，巴西總
統博索納羅稱，法欣的裁決對巴西不利，
可能使司法機構蒙羞。他說，巴西人不希
望盧拉出現在 2022 年大選中，因為盧拉
掌管該國政權是“災難性”的。博索納羅
還指責法欣與盧拉所在政黨有勾結，因此

“對裁決並不感
到驚訝”。
2014 年 3 月，
巴西啟動代號為
“洗車行動”的大
規模反腐調查。
2017 年 7 月，盧拉
被指控利用職權
幫助奧亞斯建築
公司贏得巴西石
油公司的高額合
同，犯貪腐和洗
錢罪，一審被判
處有期 徒 刑 9 年
6 個 月 ， 且 19 年內不得擔任公職。2018
年 1 月，二審將刑期增加至 12 年 1 個月。
同年 4 月盧拉入獄服刑，盡管在當年的
大選民調遙遙領先，但失去了參選資格。
2019 年 11 月，巴西最高法院通過決議，
認為二審被判有罪後入獄不符合憲法，因
為嫌疑人還有最後一次上訴機會，盧拉獲
準出獄。

涉嫌卷入口罩采購醜聞

加拿大智庫發布“悲慘指數”：

德國執政黨兩名聯邦議員宣布辭職

挪威最優 西班牙墊底

綜合報導 由於卷入在德國新冠疫情期間與口罩廠商有關的涉嫌貪
瀆醜聞，德國執政的聯盟黨聯邦議院黨團兩名議員 7 日均宣布將辭職。
卷入醜聞的分別是基民盟籍議員勒貝爾和基社盟籍議員尼斯萊因。
二人均屬於聯邦議院內的聯盟黨黨團。
據德國電視一臺和“明鏡在線”報道，今年 2 月底，尼斯萊因被曝
光曾將一家口罩生產商介紹給德國聯邦衛生部、內政部和巴伐利亞州政
府，從而獲取了 66 萬歐元的酬勞。3 月 5 日，勒貝爾亦承認，其曾通過
促成口罩采購協議獲得了約 25 萬歐元的酬勞。
這一事件被曝光後，尼斯萊因宣布辭去其作為聯盟黨黨團副主席的
職務，並退出該黨團，同時宣布不會在今年 9 月的選舉中尋求連任。勒
貝爾 7 日亦宣布，其將於 8 月底辭去議員職務，並且不再參與聯邦議院
選舉。
然而，二人並未立即辭去議員職務的做法引發了黨內的強烈抨擊。基
民盟主席拉舍特當天在電視采訪中敦促二人立即辭職，“必須馬上離開聯
邦議院”。他強調，作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不可以從一場危機中牟利。
勒貝爾選區所在的曼海姆基民盟亦向其發出了最後通牒，勒令其必
須“不晚於 3 月 31 日辭去一切公職”。
據德新社報道，尼斯萊因正因作為民選議員涉嫌貪腐受到慕尼黑檢
方調查。

家庭、社區等多方緊密合作，只有
人人遵守規則，才有希望避免再次
因疫情停課。

綜合報導 一場新冠疫情究竟對西方
社會和國民造成多大的痛苦？加拿大智庫
麥克唐納勞裏埃研究所發布的“悲慘指
數”顯示，15 個被調查的發達國家中表
現最優的是挪威，最差的是西班牙。
“悲慘指數”匯總了 16 項廣泛的指
標，包括死亡率、住院率、疫苗接種速度、
封鎖的嚴格性、GDP 變化和失業率等，
並對各國表現進行評分。在 15 個國家中
，挪威表現最好，其次是新西蘭、澳大利
亞、瑞典、日本、德國、瑞士和荷蘭，這
些國家的表現居於全球平均水平之上；而
在平均水平之下的有美國、比利時、加拿
大、意大利和法國，英國和西班牙表現墊
底。
該研究所網站消息稱，通過有效地抗
疫，挪威成功地保護了其公民的健康和整
體福祉。挪威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也優於其

他國家，其采取的均衡做法，在龐大的主
權財富基金的加持下，使該國得以渡過難
關。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報道稱，英國和西
班牙之所以排在倒數第二和倒數第一的位
置，主要是因為它們不僅感染病例和死亡
病例較多，且仍在限制性封鎖措施下苦苦
掙紮，經濟受到重創。該研究所網站稱，
極高的死亡率和超負荷的醫療系統加重了
西班牙民眾的苦難，未能控制住疫情也導
致了嚴重的經濟後果，使其在經濟方面顯
得最為“悲慘”。
不過據記者第一時間觀察，西班牙當
地媒體對於“悲慘指數”的消息似乎並不
感冒，目前鮮見報道轉載。對於生性樂觀
的西班牙人來說，生活還要繼續。
西班牙衛生部 2 月底公布的數據顯示
，在有資格接種新冠疫苗的西班牙人中，

不過“G1”稱，法欣的判決並不意
味著盧拉無罪，只是由於以前的訴訟程序
存在問題，因此該訴訟程序下所有的判決
均無效。如果巴西利亞的檢察官決定處理
一些案件，盧拉仍可能面臨指控。此外，
盧拉在巴西利亞還有其他 3 起案件尚未結
案。根據巴西《清白檔案法》，如果盧拉
再被定罪，仍無法參加大選。
僅約 2%的人拒絕接種。“數據真的樂觀
，”西班牙高級衛生官員西爾維婭· 卡爾
松在記者會上說，“這說明整個西班牙社
會對疫苗接種的認可和信心。”西班牙
《國家報》報道稱，經合組織預計西班牙
經濟今明兩年將強勁復蘇，帶來更多“希
望的曙光”。報道稱，隨著疫苗接種逐步
推進，對於像西班牙這樣依賴旅遊業和服
務部門的國家來說，將是恢復經濟至關重
要的一步。
此外，最新數據顯示，西班牙新冠感
染率繼續下降。過去 14 天每 10 萬人平均
感染人數已降至 183 人，比 1 月底平均近
900 人的感染情況好轉不少。
科技正在助力西班牙人恢復日常節奏
，追尋“詩和遠方”。巴塞羅那計劃在 3
月底舉辦一場有 5000 名觀眾入場且無需
保持社交距離的流行音樂會。主辦方稱，
活動當天將在會場外設立三處特別檢測中
心，觀眾們將提前接受新冠快速檢測，憑
陰性的檢測結果入場。觀眾們需佩戴口罩
並攜帶符合要求的智能手機，提前下載用
於出示檢測結果的軟件。據了解，音樂會
門票 3 月 6 日開售數小時內即售罄。

亞洲時局

近 10 年日本東北地震次數超 57 萬次

為上個 10 年 3 倍

柬埔寨疫情形勢趨緊
多地暫停群體運動
綜合報導 柬埔寨新一輪新冠
肺炎疫情社區傳播形勢趨緊，多
地官方采取包括叫停群體活動在
內的措施應對。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
國當天新增 49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治愈出院 21 例。新確診
病例中，48 例與“2.20”社區感
染事件有關聯，12 人在西哈努克
港、11 人在波羅勉省、23 人在金
邊市、2 人在幹拉省。
截至 3 月 9 日上午，柬埔寨
累計確診 1060 例，累計治愈 538
例，在院治療 521 例。“2.20”事
件累計確診 549 例，累計治愈 51
例。
為了遏制疫情擴散，柬埔寨
政府宣布，金邊市和多個省份的

私人和公共場所的廣場舞和群體
運動必須暫時停止。
教育、青年和體育部要求，
金邊市、幹拉省、西哈努克省及
其他疫情相關省市的健身房必須
暫停關閉，各種群體運動必須暫
停。該部門表示，“2.20”事件確
診病例不斷增長，為了防止出現
大規模社區傳播，體育部決定暫
停上述省市的群體運動。
中國駐柬使館參贊兼總領事
李傑近日赴金邊仙市隔離中心，
協調柬方將中國籍新冠患者轉移
至金邊市源帝酒店。
李傑代表使館感謝柬政府特
別是洪森首相對中國籍確診患者
的關心，感謝坤盛市長親自到現
場指揮確診患者轉移工作。李傑

表示，柬雖然醫療衛生條件有限
，但仍然設法創造條件，改善確
診中國患者的隔離和治療環境，
充分體現了柬政府的人道主義精
神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駐
柬使館將繼續積極推動雙邊抗疫
合作，全力配合和支持柬方救治
中國籍患者。
坤盛表示，柬政府高度重視
包括中國確診患者在內的所有外
國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雖然財力
物力均較有限，但柬方願盡己所
能為所有外國確診患者改善隔離
和醫療服務條件，祝願中國籍患
者早日康復。坤盛同時呼籲在柬
外國公民遵守柬防疫政策規定，
配合柬防疫工作，以便早日阻斷
此次疫情社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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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 8 日宣布，接
種了新冠疫苗的 5 名 20 至 50 多歲女性，出現
全身性劇烈過敏這一嚴重反應。她們的癥狀
均通過用藥等得到改善，其中 2 人因需醫學觀
察而住院。
對於上述 5 人中的 3 人，進行報告的
醫生認為過敏反應與疫苗存在因果關系，
其他人屬於“不能評估”等情況。接種新
冠疫苗後出現全身性劇烈過敏反應的情況
在日本國內總計達 8 例，全部為女性。厚
勞省計劃今後在專門小組進行評估。截至
8 日，日本約 7 萬名醫護人員接種了新冠
疫苗。
厚勞省稱，出現癥狀的 5 人均於 8 日接種
美國輝瑞公司的疫苗，5 至 30 分鐘內出現了咽
喉不適、蕁麻疹、呼吸困難等癥狀。據稱，4
人有過敏、哮喘等基礎疾病。
擔任厚勞省醫藥品安全對策相關專門
調查會會長的埼玉縣立兒童醫療中心醫
院長岡明指出：“海外數據也顯示，與
男性相比，女性(出現過敏反應的情況)更
多。”
美國報告顯示，接種輝瑞疫苗後出現全
身性劇烈過敏反應的頻率是，每接種 20 萬次
發生 1 次。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教授森尾友宏表
示，(日本)發生頻率看似比海外報告的還高，
將評估詳情。

均為女性

綜合報導 據日本氣象廳公布，
在 發 生 東 日 本 大 地 震 的 2011 年 至
2020 年的 10 年間，日本東北近海的
大地震余震區，總計觀測到 570207
次地震。
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前的上一
個 10 年、即 2001 年至 2010 年間，觀
測到的地震次數總計為 188766 次。
由此可知，最近 10 年的地震次數約
為上一個 10 年的 3 倍。其中，震級
達裏氏 5 級以上的地震在最近 10 年
間總計發生了 1012 次，約為上一個
10 年的 5 倍。
就各年份的地震次數來看，在
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 2011 年，總計
135794 次，2012 年之後雖然各年份
有增有減，但整體呈現緩慢減少趨
勢。2020 年，總計發生 48438 次，這
一數字與 2011 年相比雖然大幅減少
，但仍高於地震前上一個 10 年的年
平均次數。
10 年前那場大地震發生在日本
東北，而日本海溝正是從東北近海
一直延伸至關東近海。有分析認為
，海溝周邊區域今後發生裏氏 7 級以
上大地震的概率較高，為此，日本
氣象廳呼籲民眾繼續保持警惕。

2021年3月14日

日本又有 人
5 接種疫苗後現嚴重過敏反應

星期日

泰國政府將在泰中國公民
納入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綜合報導 中國駐泰使館臨
時代辦楊欣約見泰國副總理兼衛
生部長阿努廷，就在泰中國公民
接種疫苗、建立防疫健康碼中泰
互認機制等深入交換意見。
楊欣表示，中方積極推動
中泰疫苗合作，繼今年 2 月泰方
采購的首批 20 萬支中國疫苗運
抵泰國後，第二批 80 萬支疫苗
也將於 3 月下旬抵泰。
楊欣強調，中國政府高度重視
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正通過“春苗行動”積極協助海外
同胞接種新冠疫苗，希望泰方盡快
安排在泰中國公民接種。新冠肺炎
疫情發生以來，中泰兩國人民始
終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在泰中
國公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將再次
體現“中泰一家親”的深厚情誼

，助力泰國整體疫情防控大局。
楊欣指出，中方已推出中國
版的國際旅行健康證明，用於展
示中方出境人員核酸、血清 IgG
抗體檢測結果及疫苗接種情況等
健康信息。我們願與泰方積極探
索建立雙邊健康碼信息互認機
制，促進兩國人員健康安全有
序往來，推動兩國各領域交流
合作及經濟社會發展。
阿努廷感謝中國政府對泰
方采購新冠疫苗的大力
支持，表示中國疫苗安
全有效，泰方還將增加
采購，希望中方繼續予
以支持。
阿努廷表示，泰國政
府已將包括中國公民在內
的所有在泰外國公民納入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泰方正加緊
制定具體實施方案，力爭讓新冠
疫苗早日惠及在泰中國公民。
阿努廷贊同泰中建立雙邊
健康碼信息互認機制，表示泰
方願與中方就具體實施措施、
技術方案等保持溝通，便利兩
國人員有序往來。
中國駐泰使館領事參贊李
春林、政治處主任蓋堂參贊等
參加會見。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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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Sunday, March 14, 2021

A6
1

文匯要聞

走過至暗時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3 月 12 日 1 時

從首飛失利到復飛成功的三百多天

51 分，中國新一代中型高軌液體運載火箭長征七號A 運載火箭
（長七 A，又稱長征七號改）托舉試驗九號衛星在文昌航天發

2020 年 3 月 16 日，正值
全國抗擊新冠疫情最危急的
時刻，長征七號 A 運載火箭
在文昌航天發射場升空，火
箭 飛 行 持 續 到 168 秒 時 失
控，長七 A 火箭首飛宣告失利。作為一型新
研製的運載火箭，在首飛中出現問題是正常
的，但這次失利依然成為籠罩在航天科研人
員心中的陰影。
媒體披露了長七 A 團隊在這 300 多天的故
事。失利後，科研人員迅速定位故障。團隊
就使用故障樹的方法分析：按照嫌疑大小程
度分級展開，抽絲剝繭，層層進行分解，最
終定位到了原因——助推器氧箱出流口發生
了空化現象，可能導致泵入口壓力降低，不
滿足發動機工作的下限要求。20 天左右的時
間，長七 A 遙一火箭故障的最終定位完成。
為確保萬無一失，研製團隊後續又做了大量

射場升空。時隔近一年後，長七 A 火箭走出首飛失利陰影，一

試驗和仿真。



舉“王者歸來”。此次成功發射，拉開了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
年度航天發射任務的大幕，標誌着中國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家
族又添新成員，填補中國航天高軌運載能力的空白。
A 火箭是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院研製的三級火箭，主
長七要用於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全長
60.1 米，芯一級、芯二級直徑

3.35 米，芯三級直徑 3 米，助推器直徑 2.25 米，起飛重量約 573 噸，地球
同步轉移軌道運力不低於 7 噸，同時具備零傾角軌道、奔月軌道等高軌發
射能力，是中國第一個助推器與芯一級集束式分離的捆綁火箭。

運力提高 5.5噸到7噸
據介紹，隨着中國航天技術的不斷發展，未來高軌軌道衛星發射重量
可達 6 噸至 7 噸左右，目前中國現役主力運載火箭的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
力為 5.5 噸，長七 A火箭將此項運力提升到了 7 噸，有效填補了中國高軌運
載能力空白。此外，長七 A 火箭的成功發射，進一步豐富了長征系列運載
火箭的型譜，不僅實現了中國中型運載火箭的更新換代，而且將有力帶動
和牽引未來大中型衛星的升級換代，對航天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團隊疫下集中隔離展開工作
在那段不分晝夜的歸零日子裏，團隊的每
個人都在超常付出。試驗隊從發射場回到北京
後，按照當時的疫情防控政策，需要居家隔離
14天。但時間不等人，每個人都迫切希望盡快
完成歸零，開展下一步工作。於是，團隊提出
了“集中隔離”的要求，將40多名核心人員安
排在賓館住下，即刻展開工作。
2020年4月初，在完成故障定位後，型號
兩總（總指揮、總設計師）提出：要組織長七
A 遙二火箭復飛，在 2020 年底，完成產品準
備，讓火箭具備出廠條件。在各單位團結協
作、大力協同下，2020 年 12 月 30 日，長七 A
遙二火箭完成了出廠評審。12日，隨着火箭復
飛成功，長七A科研團隊終於走出至暗時刻，
撥雲見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長征七號改遙
二運載火箭試驗
隊。 網上圖片

突破多項關鍵技術助高密度發射
長征七號火箭在 2016 年首飛，並曾成功發射天舟一號貨運飛船。長
七 A 火箭是按照新一代運載火箭的型譜規劃，在長七火箭基礎上，與長三
甲系列火箭三子級組合形成的一款新構型火箭，全面繼承長七火箭、長三
甲系列火箭技術基礎。研製團隊突破了大長細比火箭姿態控制技術、適應
典型故障模式的制導控制技術等關鍵技術。此外，長七 A 火箭採用“通用
化、系列化、組合化”設計理念，有
利於火箭組批生產，奠定了高質量、
高效率、高效益發展的基礎，支撐未
箭體總長
來火箭的高密度發射。

2025前將每年發射三至五次

搭載試驗九號衛星
監測空間環境

長征七號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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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7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起飛重量約
一一573
一噸
三級半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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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徑 3.35 米，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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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器直徑2.25米

箭體總長

地球同步轉移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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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級半構型

芯 級 直 徑 3.35
米，捆綁 4 個直
徑 2.25 米的助推
器
近地軌道運載能
力 不 低 於 14
噸，700 公里太
陽同步軌道運載

芯一級

據介紹，12日這是長征系列運載
火箭的第 362 次飛行。長七 A 火箭搭
載的試驗九號衛星由航天科技集團五
院研製，主要用於空間環境監測等新
技術在軌驗證試驗。該衛星從研製到
出廠僅用 8 個月時間，創造了五院大
中型遙感衛星研製的新紀錄，是衛星
研製團隊攻堅克難、流程優化成果的
集中體現。

V
VSS

芯二級

根據目前任務安排，長七 A 火箭
2025 年前任務飽滿，將每年執行 3 次
至 5 次發射任務。後續，長七 A 火箭
還將根據任務需求研製更大直徑整流
罩構型，以長七 A 火箭為基礎，通過
增加上面級等方案，實現零度軌道傾
角衛星發射任務、探月、探火和小行
星探測等深空探測任務。

長征七號A運載火箭

芯一級

助推器

能力達

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中新社

資料圖片

長征五號運載火箭

中 國 運 載 火 箭 成 果 一 覽

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再添新成員 填補中國航天高軌運載能力空白

A

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

芯三級 芯二級

長征七號 運載火箭復飛成功

中國焦點

首飛日期：2016年11月3日
發射任務：成功將實踐十七號衛星，實踐二十號衛星，天問
一號火星探測器，嫦娥五號探測器送入太空

長征五號 B 運載火箭
首飛日期：2020年5月5日
發射任務：成功發射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和柔性充氣式貨
物返回艙試驗艙

長征六號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15年9月20日
發射任務：航天東方紅希望二號、吉林一號視頻04/05/06星等

長征七號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16年6月25日
發射任務：成功發射多用途飛船縮比返回艙、天舟一號貨運
飛船、「絲路一號」科學試驗衛星等

長征七號改（長七 A）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20年3月16日（失利）
2021年3月12日 復飛成功
發射任務：成功發射試驗九號衛星

長征八號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20年12月22日
發射任務：天啟12號低軌窄帶物聯網衛星組網星等

長征十一號

●3 月 12
12日
日，長征七號改遙二運載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成功發射
長征七號改遙二運載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成功發射。
。

新華社

首飛時間：2015年9月25日陸地首飛成功
2019年6月5日首次海上發射
發射任務：吉林一號、珠海一號、引力波暴高能電磁對應體
全天監測器衛星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張曉明

香港瞭望
完善選制如
“微創手術”讓港民主制度肌體恢復健康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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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霹靂安香江 選規釐定護遠航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11 日
高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

▲張曉明表示，完善選舉制度，
關乎香港政治穩定和政治安全問
題。
中新社

副主任張曉明在國務院新聞辦 12 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一
法霹靂安香江，選規釐定護遠航。”是次人大決定是對香港選舉
制度所動的“微創手術”，創口小，探入深，術後恢復比較快。
選舉制度、選舉規矩進一步修正了、理順了，可以確保“一國兩
制”的“香港號”這艘航船破浪遠航，香港的明天也一定會更加
美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12 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會，邀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主任張曉明、副主任鄧中華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介紹《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有關情況。

堅守“一國兩制”初心絕不改變
張曉明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回歸以來，基
本法第 23 條立法遲遲未立，及香港政治不斷發
展這兩個問題，一直是困擾香港社會兩大制度性

●國新辦 12 日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副主任鄧中華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
張勇介紹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的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新華社

問題。前者加劇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
狀況，後者加劇香港政治亂局。香港國安法解決
前一個問題，現在全國人大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立法，主要解決後一個問題，這是關乎香
港政治穩定和政治安全問題。他說，這兩個舉措
珠聯璧合，共同發力，必將為“一國兩制”全面
準確實施夯實制度基礎，有利於“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也必將開創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張曉明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
業的創立者，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者、
踐行者、維護者，沒有任何人比中國共產黨、比

中國政府更懂得“一國兩制”的寶貴價值，更執
着地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無論是已經制定
的香港國安法，還是正在完善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以及將來我們所要做的一切，都是為
了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把“一國兩制”
執行好、實施好，根本不存在改變“一國兩制”
的問題。

實施國安法完善選制“好事成雙”
張曉明提到，兩會期間，有代表委員座談時
表示，“治重病用猛藥”，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

助提高治理效能 聚焦經濟民生

二、這是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穩定和政
權安全的治本之策，有利於香港實現長治久安。
“修例風波”演變為社會動亂，充分證明香港當
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有的人說的
選舉制度要不要民主、民主步伐快一點還是慢一
點的問題，而是涉及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
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
沒有退讓的餘地。完善選舉制度就是要運用中央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所具有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治體制的決定權，阻斷反中亂港勢力體制內奪權
的通道，它與制定香港國安法其實是一套組合
拳，將釜底抽薪，有效治理挑戰香港特別行政區
憲制秩序的種種亂象，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政治穩定、政權安全。
三、這是立足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的適當

四、這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有
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完善選舉制度後，無
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還是社會各界人士，將
有條件集中精力抓經濟、謀發展，破解住房難和
其他突出的民生問題，推動香港更好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更順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香
港國際競爭力。香港有望從此擺脫政治爭拗的羈
絆，走出政治泥沼，實現良政善治，為廣大市民
謀取更大福祉。
五、這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制度保
障，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這次完
善選舉制度，設立必要的安全閥，就是為了確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
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從而為“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提供堅實制度保障。

最終達至雙普選目標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會不會改變基本法所規定的雙普選
目標？張曉明表示，此次全國人大決定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是一個小切口，對
基本法第 45 條、第 68 條沒有改一個字、一個標
點符號。因此，這兩條所確立的香港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議員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不會改變。
張曉明表示，中央政府從來都堅定支持香港
特別行政區循序漸進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
主制度。“本來香港是可以在 2017 年實現行政

長官普選的，最後沒有實現，誰應該負這個責
任？是誰在阻撓香港的民主步伐，阻撓香港實行
普選？我覺得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心裏都有
數。”
關於普選制度的含義，張曉明認為，這要嚴
格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來理解。普選自然包含
了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含義，至於具體的普選制
度怎麼安排，應該依據“一國兩制”方針、從香
港實際情況出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加以規定。

防範遏制外力干預港澳事務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關於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章節中強調，健
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
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完善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
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
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
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健全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支持行政
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完善香港、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
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
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
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
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澳門
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
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
動，確保香港、澳門長治久安。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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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在記者會上被問及中央下一步還可
能採取哪些制度改革時，張曉明說，中
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有關決定裏已經講
得很清楚了，對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已經作了總體部署，特別
提到要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的相關制
度和機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
育、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設。可以
肯定的是，所有這些制度完善都會按照
“一國兩制”方針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來
推進，在某些領域，比如教育領域，確
實需要注意一些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
工作，這些都需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
港社會各界來共同參與。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選擇，有利於推進香港的民主制度循序漸進、
穩健發展。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重點是對具有
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進行調整優化，並且
賦予它新的職能，除了可以繼續選舉產生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外，還有權選舉產生立法
會部分議員，並參與立法會所有議員候選人的
提名。主要目的就是要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使香港的民主步
伐走得更加穩健。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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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
全國人大會議
通過關於完善
香港特區選舉
制度的決定，
擴大選舉委員
會的權力，除
了推選特首還將負責產生較大比例
的立法會議員，有人聲言這是“民
主的倒退”。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鄧中華（圖）12 日在記者
會上表示，不能說恢復過去的做法
就是“倒退”，就不是香港民主政
治制度循序漸進的發展。
鄧中華表示，選委會基本制度
規定主要考慮兩方面：一是選委會
是由香港社會的不同界別、不同階
層的代表人士組成，具有廣泛的代
表性。由這麼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
的選委會來選舉產生立法會的部分
議員，參與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提
名，有助於突破局限性，補充現行
制度下的不足，使立法會更好地代
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二是由選
委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部
分議員，使得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
選民基礎上有了共同點，有利於行
政和立法的順暢溝通，有利於鞏固
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
鄧中華表示，從實際情況來
看，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立法會
的部分議員，這樣的做法原來就
有，香港市民對這一做法是比較熟
悉的，不能說恢復過去的做法就是
“倒退”，就不是香港民主政治制
度循序漸進的發展。“循序漸進”
不能理解為每一次的選舉的直選成
分都一定要增加，只要總的方向和
趨勢是擴大民主，能更好地維護香
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保
障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和根本福
祉，這樣的辦法就是好辦法，這樣
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鄧中華：：選委會更好代表社會整體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張曉
明在 12 日記者會上，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發表五點看法。
一、這是修補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漏洞
和缺陷的必要之舉，有利於完善“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完善選舉制度也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關於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總體部署
的重要一步，是“一國兩制”在實踐中與時俱進
的具體體現。

港教育領域需撥亂反正

述完善選制五意義：沒有退讓餘地

要動大手術。“動手術這個比喻非常形象生動。
準確說，應該是對香港選舉制度動微創手術，因
為微創手術的特點就是創口小，探入深，術後恢
復也比較快。我們也堅信，這一次香港的選舉制
度動了微創手術之後，香港民主制度的肌體會恢
復健康，香港社會活力會充分釋放，香港居民會
更加安居樂業。”“去年香港國安法頒布時，我
講過一句形容的話，就是‘一法安香江’。今天
我再加一句話，連成個對，也是好事成雙，‘一
法霹靂安香江，選規釐定護遠航’，香港的明天
也一定會更加美好。”張曉明說。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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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捐贈
筆電協助受疫情衝擊的教育學習
【本報訊
本報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
文處長今年 3 月 9 日與教育組楊淑雅組長和陳偉玲
副 領 事 出 席 北 休 士 頓 孤 星 學 院 (Lone Star ColCollege-Houston North) 校 長 Dr. Quentin A. Wright 辦
理的筆電公開捐贈儀式，
理的筆電公開捐贈儀式
， 該校公關室主任 Ashley
Turner 及孤星學院總校區基金會
及孤星學院總校區基金會(Lone
(Lone Star College
Foundation)執行主任
Foundation)
執行主任 Nicole Robinson Gauthier 等出
席見證。
席見證
。
為發揮 「台灣能幫助
台灣能幫助」
」的精神
的精神，
，協助重建受疫
情衝擊的教育學習，
情衝擊的教育學習
，駐休士頓辦事處捐款贊助北休
士頓孤星學院購置筆記型電腦提供學生使用。
士頓孤星學院購置筆記型電腦提供學生使用
。該學
院是德州孤星學院系統 7 所學院之一
所學院之一，
，位於受疫情
影響最嚴重的區域，
影響最嚴重的區域
，缺乏電腦及網際網路的學生人
數亦最多。
數亦最多
。
羅處長表示，
羅處長表示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亦
為德州大休士頓地區的一份子，
為德州大休士頓地區的一份子
，向來積極尋求貢獻

當地社會的機會，鑒於疫情對教育所帶來的影響甚
當地社會的機會，
鉅，希望應用有限資源提供最需要的學生充分資源
，降低疫情對學習所造成的影響
降低疫情對學習所造成的影響。
。
Wright 校長致詞感謝台灣慷慨捐贈
校長致詞感謝台灣慷慨捐贈，
，表示該學
院去年疫情初始，
院去年疫情初始
，為因應疫情對學校教育形式所帶
來的改變，
來的改變
，曾停課四週研議將實體轉為視訊課程的
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
，當時就注意到缺乏電腦及網路等資源對
許多學生學習所造成的影響，
許多學生學習所造成的影響
，強調此捐贈有如及時
雨，有助該學院持續提供學生優質教育
有助該學院持續提供學生優質教育。
。
學生代表 Elizabeth Giron 分享本處捐贈對伊所
帶來的正面影響，
帶來的正面影響
，表示視訊課程開始的初期
表示視訊課程開始的初期，
，因為
家中舊電腦速度過慢，
家中舊電腦速度過慢
，時常無法正常下載課程影片
，在收到駐休士頓辦事處捐款所購置的新電腦後始
得跟上學校進度，
得跟上學校進度
，受益良多
受益良多。
。今年即將畢業的她已
應用所學找到護理工作，
應用所學找到護理工作
，因此特別感謝台灣善舉協
助完成學業。
助完成學業
。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昨舉行線上醫療講座
吳善真醫生主講 「如何陪伴孩子面對COVID疫情帶來的影響」

圖為小兒科醫生吳善真博士演講的神情。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昨（3 月 13 日）舉行今年首場演
講，邀請小兒專科醫生吳善真博士在 「線上醫
療講座」上，以 「如何陪伴孩子面對 COVID 疫
情帶來的影響」為題,發表演講，介紹 COVID
兒童現況、兒童症狀，COVID 疫情對孩童長期
的影響以及 COVID 疫苗介紹等等，該講座吸引

了四十多位人士在線上聽講，其中還包括多位
世華在世界各地的會長。
吳善真醫師首先指出 COVID 在孩童的症狀
上，跟一般感冒難以分辨，除非他是味覺跟嗅
覺喪失。她同時也指出 COVID 對孩童的影響之
深，就算疫苗出來也無法完全回復...她以事實為
例：從 2020 年 4 月開始急診室 5～11 歲孩童心理
相關就醫人次比重增加 24% ，12 至 17 歲增加
31%。根據 Northwest Evaluation Association 調查
顯示，2020 年秋天三到八年級生的數學成績跟
去年比起來，下降了五到十個百分點。學生的
缺席率是去年同期的兩倍。而肥胖、近視、失
眠、焦慮、憂鬱...的比例上升。尤其肥胖，在美
國，平均每七個孩童就有一個達到肥胖標準，
收入高的家庭孩童肥胖比率 11%，收入低或中
等的家庭 20%。
而如何改善肥胖呢？她指出了 「5210」定
律：包括每天五種以上的蔬菜水果，兩小時以
內的視頻的時間，一小時以上的肢體運動，以
及口渴時儘量喝零卡路里飲用水。在飲食上，
她特別提醒：上課時點心零食要收好，只喝水
，不喝含糖飲料；若要喝果汁只喝 100%：注意
糖份；學齡兒童一天不要超過一杯（8oz);喝脫
脂或低脂牛奶；把一半的榖類改為全穀；米飯
代替物或多嘗試蔬菜。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教育組楊淑雅組長和陳偉玲副領事與北休士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頓孤星學院校長 Dr. Quentin A. Wright (左
(左 3)、該校公關室主任 Ashley Turner (右
(右 2)、孤
星學院總校區基金會執行主任 Nicole Robinson Gauthier (右
(右 1)和學生代表 Elizabeth GiGiron (中
(中)合影

吳醫師也特別提到生酮飲食會造成：電解
質不平衡、消化問題像是噁心、便秘、高血脂
、低血糖、影響身高發育、維他命礦物質缺乏
並造成生酮飲食難以持續。
談到失眠：吳醫師認為失眠的惡性循環，
應先確定失眠的原因。應講求睡眠衞生：如起
床時間比上床時間重要；房間內不要放電視、
手機不要帶到房間；不鼓勵孩子在床上寫功課
等。白天：曬太陽、運動、中午過後避免喝含
咖啡因的飲料、六點前吃晚飯、午睡時間不宜
超過三十分鐘；睡前儀式：前一小時不宜使用
電腦手機、房間燈光調暗、溫度適中、不要翻
來覆去；可以試試看一些放鬆的 app。
談到近視，吳醫師建議：適當休息、看遠
處、日光。她也提到美國眼科醫師協會証實有
效的近視控制方法：Atropine、角膜塑形、周邊
散焦矯正眼鏡。
她也談到螢幕時間：學齡兒童並沒有強制
螢幕時間，而是在電腦（手機）上面做什麼比
較重要，如使用軟體跟朋友交流，在公共空間
使用，而家人面對面交流的時間也很重要 ！
吳醫師也提到如何幫助孩子？如不要急著否定
、先聆聽、要有同理情緒及讓他們維持朋友圈
。
至於現在因疫情而採取的線上學習建議，

她認為可幫助減少分心、大腦可適度休息，及
更好的時間管理。
最 後 她 介 紹 孩 童 的 COVID 疫 苗 ： Pfizer
（輝瑞 ）— 多為 16-18 歲使用。而 Moderna(莫
德納），J&J— 多為 18 歲以上施打。而輝瑞和
莫德納已經開始在測試 12 歲以上的孩子— 輝瑞
在 2020 年 10 月開始加入 12 歲到 15 歲的孩子；
莫德納於 2020 年 12 月加入 12 歲到 17 歲的孩子
； J & J 則在 2021 年 2 月加入。以上都可望在下
學期開學前開始接種。
最後吳醫生總結上述所提的建議,要讓小孩
及早養成健康的習慣，並注意孩童的心理健康
，作父母的當個好的聆聽者。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的新任會
長孫玉玟首先在會議上致開場白，歡迎吳善真
醫生探討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話題。監事、前會
長洪良冰介紹與會嘉賓，包括：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以 「視頻」致賀詞，僑教中心陳
奕芳主任，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世華北美
洲國際副總會長陳玲華，南加分會會長唐久麗
、大洛杉磯分會會長徐洸玲，亞特蘭大分會會
長邱婷蘭，猶他分會會長盧英燕等多人，並於
會後現場抽出五份獎，除了本地的鄭麗如、藍
佳欣、Peggy 外，外地如北德州會長李震台、加
州的副執行長潘意玲等五人幸運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