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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冠肺炎COVID-19已肆虐全球一
年半，仍然遲遲看不到平息的希望，需要有更多的
高效療法才能挽救。現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研究人員發明一種人工奈米粒子，它可
以引誘病毒過來，加以捕捉，然後再交由人體免疫
系統消滅，因此研究人員稱這是 「奈米陷阱療法」
(Nanotraps)。

每日科學報(Scitech Daily)報導，這項研究是由
芝加哥大學-普利茲克分子工程學院 (Pritzker
School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的黃軍教授(Jun
Huang)領導，他說： 「自大流行以來，我們的研究
團隊就在設想，能否創造一種類似人造抗體的奈米
粒子，從培養皿開始研究，現在證明奈米陷阱能夠
有效果。我們對它們的潛力感到興奮。」

博士後研究員陳敏（Min Chen）和研究生吉爾·
羅森伯格（Jill Rosenberg）先是剖析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與細胞結合的機制，原來病毒表面
上有一種稱為ACE2受體蛋白的刺突，可以突破人
體細胞的表層，進而滲透進細胞內複製。

得知病毒的 「武器」 之後，他們 「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仿造出可以吸引病毒
前來結合的特徵，也就是高密度的ACE2
蛋白奈米顆粒，然後在同一個奈米粒上，
設計吸引抗體前來的蛋白特徵。

這樣的結果是，病毒會附著在奈米粒
子上，同時奈米粒子同時會呼叫抗體前來
掃毒（這有點像 「臥底警察」 與罪犯出現
在犯案現場，但 「臥底警察」 旋即通知其
他警察前來圍捕）

奈米粒子直徑約為500奈米，這尺寸
比細胞小得多。而材料是由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FDA)批准的聚合物、磷脂所製成
，所以不會傷害人體。

研究人員表示，納米粒子的給藥，既
不是口服也不是施打，而是利用過鼻內噴
霧器，直接作用在呼吸系統，這樣成效最
快也最直接對付病毒。

如果這一套技術可行，或許奈米粒子治療法可
以成為其他呼吸道疾病的特效藥，甚至也可以作為
疫苗。

該技術論文在4月27日的《物質》(Matter)雜誌
上發表。

新冠肺炎新療法新冠肺炎新療法：：奈米粒子可捕捉病毒奈米粒子可捕捉病毒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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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t was my great pleasure to meet with a group
of our Asian community leaders led by There-
sa Chow, Margaret Chang and Stanley Sun.
They visited our newly opened ITC Communi-
ty Resource Center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Along with the thousands of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they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finding out more in-
formation about the senior citizens housing
projects in our area.

We also invited two experts in this field to join
us, including Mr. Jim Noteware. He is the for-
mer Housing Department Director for the City
of Houston. Another guest was Ray Richard-
son who served in the federal housing depart-
ment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In the meeting both of them talked about how
HUD’ s many program can help the local
community, especially for seniors.

Ray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Biden Adminis-
tration will have more funds available to help
where needed with local housing projects.

Theresa Chow was our community leader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She has helped
many people get into housing projects and
apply for federal and state funds.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our community and we
need more help for the elderly, not just for
housing, but also other government benefits.

The ITC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a
service platform to help all the community
people connect to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
cies.

Many people are running very small busi-
nesses and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y can’ t get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eed assistance.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resa Chow
came to visit us. Her efforts really will get
more help to our community.

0505//1010//20212021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OurCare For The Elderly In Our
CommunityCommunity

上週五休斯敦大專校友會由周
宏領頭和鄭昭、孫雪蓮等人在美南
新聞會議室和兩位政府聯邦房屋部
前官員做了一次非常成功而且詳盡
之座談，對於許多退休華裔如何得
到政府之輔導得到許多珍貴之答案
。

我在開㘯白中首先感謝金諾威
及禮查信先生應邀出席，和華人社
區領袖進行討論如何幫助更多的華
人得到政府之照顧。

出席的周宏女士來美留學專攻
社會學，數十年來在僑社做出巨大
貢獻， 幫助了無數華人入住政府
住宅 爭取各項補助，待人處事非
常親切， 鄭昭和孫雪蓮也是華人

社區之服務尖兵，早年來美留學並
在事業上取得許多成就，之後 筹
組社團不斷為大家提供服務。

應邀前來座談的金諾威先生
，早年畢業於史坦福大學，曾任休
斯敦房屋局局長， 禮查信先生曾
在美國聯邦房屋部任職十九年，兩
位皆是學經歷極豐富之專家。

這次之座談會，由他們說明在
新任拜登政府有更多有利於幫助社
區住房之各項措施， 他們希望亞
華裔要多加利用。

我們極盼華亞裔社區，在老有
所依之目標下，大家能未雨綢繆，
互相照顧，猶如禮記篇中所說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 鳏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老有所依老有所依--周宏周宏 鄭昭鄭昭 孫雪蓮孫雪蓮 來訪記來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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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韓美日外長舉行會談：商定對朝政策 韓日分歧仍存
綜合報導 為出席七國集團

(G7)外長會議訪英的韓國外長鄭

義溶在倫敦，同美國國務卿安東

尼· 布林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舉

行會談，三方商定就美國對朝新

政策加強合作。會談後，鄭義溶

和茂木敏充還舉行了雙邊會談，

雙方就歷史遺留問題、日本排放

核汙水決定等仍存在分歧。

據報道，韓美日三方在會上

重點討論落實美方對朝新政策的

合作方案，以早日促使朝鮮重返

談判桌。陪同出席會談的韓國外

交部官員表示，美方在會上介紹

了對朝新政策，韓美日外長一致

認為，為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

化，政策對接和開展合作非常重

要。

布林肯已於3日分別同鄭義

溶和茂木敏充舉行雙邊會談，

共享了美國的對朝政策。美國

對朝新政策以實現朝鮮半島完

全無核化為目標，旨在通過實

用、靈活的外交手段解決朝鮮

半島問題。

鄭義溶此前在韓美外長會

談上表示，拜登政府對朝政策

評估結果的定向具有現實和實

質性意義，對此表示歡迎。茂

木敏充也曾表示，對美方重視

與日韓兩國合作的對朝政策表示

支持和歡迎，希望三國能始終保

持緊密合作。

報道指出，這是韓美日外長

自2020年2月以來，時隔1年3個

月再次舉行會談，也是鄭義溶

2021年 2月就任以來與茂木敏充

的首次會晤。

在韓美日會談結束後，鄭義

溶與茂木敏充舉行了雙邊會談。

韓日雙方就歷史遺留問題、雙邊

關系等交換意見。

韓國外交部在會談結束後發

布新聞稿稱，兩國外長一致認為

，韓日有必要為東北亞乃至世界

的和平與繁榮保持密切合作，並

發展面向未來的雙邊關系。

雙方商定就共同關心的朝核

問題開展合作，但就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韓籍二戰強征勞工及慰安

婦索賠案、日本政府福島核汙水

入海決定的立場差距依然懸殊。

報道稱，鄭義溶對日本未同

鄰國進行事先協商，就決定將核

汙水排放入海表示憂慮和反對。

他強調，核汙水入海將給韓國民

眾健康和安全以及海洋環境造成

潛在威脅，必須以謹慎的態度處

理。

茂木敏充則要求韓方就慰

安婦索賠案采取適當措施，就

韓籍二戰強征勞工問題，重申

韓方應拿出日本可接受方案的

原有立場。鄭義溶強調，若日

本沒有正確的歷史認知，就無

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並表明

韓國政府對日軍慰安婦、強征

勞工的立場。

病毒入侵尼泊爾珠峰大本營
多國援印物資去向如何？

印度的新冠疫情仍在肆虐，與此同

時包括尼泊爾在內的多國疫情惡化。據

尼泊爾珠峰大本營的登山者和當地政府

透露，越來越多的登山者出現新冠癥狀

，且病毒檢測呈陽性者也在增加。另一

方面，印度疫情引起全球關註並伸出援

手，但外媒稱物資卻遲遲無法交到患者

手中。

印度第三波疫情或不可避免？

上周全球新增病例中近一半來自印
度

目前，印度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

2066萬例。當地時間5月5日，世衛組織

發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學報告稱，東

南亞區域新增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均顯

著增加，90%以上來自印度；上周全球

46%的新增確診和25%的新增死亡來自

印度。

近日，印度細胞與分子生物學中心

發現，一種變種病毒N440K在全國出現

，致死率或至少是原有病毒的15倍。分

析稱，雖然N440K並非新一波疫情主流

毒株，但很可能導致了安得拉邦過去數

周確診病例激增。研究指出，N440K早

在印度首波疫情期間已出現，相較在印

度近日發現的雙重變種病毒B.1.167更強

，傳染力是此前的A2a病毒的10倍。

印度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維傑· 拉科萬

5日表示，鑒於當前印度新冠病毒傳播

水平較高，第三波疫情的暴發是不可避

免的，但截至目前尚不清楚第三波疫情

暴發何時到來。拉科萬強調，政府應該

為新一輪的疫情暴發做好準備。

外國援助遲遲未分發？
印度媒體這樣分析……
印度疫情引起全球關註並伸出援手

，各國援助物資陸續運抵當地。然而，

從當地媒體報道所見，印度醫療資源仍

然緊張。印度媒體指出，原因相信在於

印度事先並無計劃好如何分配物資，加

上整個物流程序復雜，令物資遲遲無法

交到患者手上。

此前，印度政府曾發表聲明，強調

不存在任何延遲，指出已經向各地共38

間醫療機構分配近400萬份物資。不過

，例如拉賈斯坦邦等地方政府依然在投

訴，沒有收到中央政府通知，會何時或

如何收到物資。

印度媒體指出，中央政府在收到援

助前，並未敲定詳細物流準則，只能實

時整合各項指引，按照衛生部消息，當

局從4月26日起耗時7天，才制訂好分

配物資的標準運作程序，具體運送日期

則未交代；在該7日內，印度便有2.3萬

人染疫不治。

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在英國蔓延
尼泊爾成“迷你印度”？
當地時間5日，七國集團外長會議

在英國倫敦結束。在峰會召開期間，印

度代表團中至少有2人確診，引發多方

關註。印度外長蘇傑生其後證實，由於

他可能曾與確診者接觸，為謹慎起見，

改以視頻形式參會。

與此同時，在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

B.1.617持續在英國等擴散。在英國倫敦

近幾周新增確診病例中，多達10%都是

感染的在印度發現變種病毒。分析指出

，該變種病毒或成在英國傳播的最主要

病毒株。

在世界聚焦印度疫情之際，毗鄰

印度的尼泊爾疫情也在急劇惡化。尼

泊爾 4日數據稱，新增確診 7660 例，

新增死亡55例，兩項數據均再次刷新

該國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紀錄。一位

尼泊爾的醫生稱，尼泊爾正在變成一個

“迷你印度”。

另外，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援

引尼泊爾珠峰大本營的登山者和當地

政府消息稱，越來越多的登山者出現

新冠癥狀，且新冠檢測呈陽性的人

數也在增加。大本營官員說，他們

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醫院收到

17 個確診病例報告，一些登山者已

從大本營和更高的營地被送往那裏接

受治療。

加德滿都一家名為“CIWEC”的

私人診所的工作人員表示，病人從珠

峰大本營抵達診所後，新冠病毒檢測呈

陽性。

(綜合報道）根據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扎
（Roberto Speranza）最新簽署的防疫法令，從5
月10日開始，意大利將不再有高風險紅色疫情
防疫區，撒丁島、西西里島和瓦萊達奧斯塔3個
大區將劃歸橙色疫情防疫區，其他18個大區和
自治省均為黃色疫情防疫區。

為期兩天的歐盟社會峰會5月7日在葡萄牙
北部城市波爾圖開幕，會議將就“實現就業、
職業培訓和消減貧困”三大議題進行討論。意
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在 5 月 8 日峰
會記者會上表示，就像大多數人希望的那樣，
他想要意大利民眾回歸正常上班、工作、娛樂
和聚在一起，但解禁防疫措施必須安全進行，
但規避疫情蔓延風險和循序漸進很重要。

德拉吉說，隨著國際旅遊市場的對外開放

，我們必須加強對機場和口岸的防疫管理，著
力避免新冠病毒的傳播與擴散。他呼籲歐盟委
員會和歐盟議會盡快落實綠色通行證，藉以重
啟後疫情時代旅行市場。

意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和
衛生部長斯佩蘭扎5月8日針對夏季開放外國遊
客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計劃從5月15日起，取
消對歐洲國家和地區入境旅客的隔離措施，該
計劃對英國、以色列公民同樣適用。

根據會議精神，歐盟旅客入境意大利需要
提供陰性拭子證明或疫苗接種證明。從6月中旬
開始，意大利將計劃取消對美國遊客的隔離措
施；從10月起，借迪拜世博會之際，意大利將
增設“無病毒”航班往返迪拜。政府的目標是
向所有已接種疫苗的國家重新開放。

文在寅發表就職四周年講話文在寅發表就職四周年講話
聚焦疫情防控與經濟復甦聚焦疫情防控與經濟復甦

【綜合報道】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就
任滿四周年之際，於當地時間10日上午
在青瓦台發表特別講話，提出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危機、恢復經濟發展的構想，
並就推動半島和平進程闡明觀點。
文在寅就韓國當前的疫情形勢表示，目
前疫情在防疫部門的管控範圍內得到有
效控制，病毒致命率偏低。但因為潛在
感染事例頻發，對變異病毒的擔憂日益
增加，在局勢穩定下來之前，韓國政府
將繼續採取措施，不斷加強防疫工作。

文在寅強調，已通過官民全方位努
力訂購了相當於全國總人口數兩倍的疫
苗。韓政府計劃在今年 6 月底前為超過
1300萬人接種疫苗，爭取9月底完成第一

劑疫苗接種工作，到11月實現形成群體
免疫的目標。文在寅稱，政府將不遺餘
力地支持國內自主開發疫苗，力爭成為
疫苗生產的全球樞紐。

在經濟發展方面，文在寅表示，政
府將全力以赴，努力使韓國經濟在 2021
年至少實現4%的增長，並振興私營經濟
。文在寅具體指出，政府將通過積極的
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復甦，大刀闊斧地開
展消費刺激措施，制定實施有效提振內
需的政策方案，並將經濟復甦動力傳遞
至就業市場。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文在寅強調，
“有志者事竟成”，未來一年將是實現
半島和平的寶貴機會。就5月底將同美國

總統拜登在華盛頓舉行的首腦會談，文
在寅表示，將藉此會加強韓美同盟關係
，並進一步密切協調對朝政策，尋求恢
復韓朝、朝美對話以及邁出和平合作新
步伐的方法。

文在寅表示，自己不會為剩餘任期
所迫，仍將竭精殫力推動半島和平進程
取得進展，同時期待來自朝方的回應，
希望攜手走向和平，共同走向繁榮。他
還呼籲國民為營造對話氛圍予以配合，
表示政府將依法應對違反韓朝協議和現
行法律給韓朝關係潑冷水的行為。

文在寅最後指出，接下來的任期僅
剩一年，他將以飽滿的姿態投入到工作
中，與國民一道，奮力登攀勇往直前。

法國財長稱法國經濟將在法國財長稱法國經濟將在20222022年恢復到新冠疫情暴發前水平年恢復到新冠疫情暴發前水平

意大利將取消歐盟旅客入境隔離意大利將取消歐盟旅客入境隔離
計劃計劃 55月月1515 日起實施日起實施

【綜合報道】法國財政與經濟部長勒梅爾10日表示，法國經濟將在2022年上半年恢復到新冠
疫情暴發前水平。

勒梅爾認為，法國經濟在2021年仍有機會實現強勁增長，他重申2021年法國經濟增長目標仍
為5%。他透露，經濟部門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啟動一項長期經濟投資計劃。

勒梅爾表示，到2022年上半年，法國經濟將恢復到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他表示，希望到
那時法國經濟能夠做得更好，擁有更強競爭力，更加具有活力，創造更大增長，同時更加註重環
保。

勒梅爾表示，將在9月決定是否擴大經濟復甦計劃的規模，政府方面為此將與工會和企業代
表以及主要黨派領導人展開磋商。他認為，經濟復甦計劃當前有三件主要工作要完成：有必要對

經濟需求進行分析；集中資金發展經濟；歐盟成員國夥伴須共同參與其中以推動經濟復甦。
法國總統馬克龍此前曾表示，法國將在“第二個經濟復甦期”加速投資，引發專家與媒體有

關可能展開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的猜測。
在談到商店營業時間時，勒梅爾表示，有商店要求星期日營業以彌補疫情期間停業的損失，

這種要求是合理的。他認為，星期日商店營業的問題上，官方可以展現靈活性。他表示相關問題
還要與勞工部長進一步磋商。

法國星期日營業的商店通常只位於國際遊客訪問的地區以及特殊景點內。由於疫情管制措施
導致大多數“生活非必需”商店暫停營業數週，不少從業者呼籲政府能夠開放星期日作為營業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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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總統：
疫苗接種工作面臨巨大挑戰

綜合報導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接受南非國會質詢時表示，在新冠

肺炎疫苗接種工作中，南非當前的確面臨巨大挑戰。

自2月17日開始第一階段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工作以來，南非的疫苗

接種工作始終備受外界詬病。截至目前，南非接種人數尚未達到40萬人

，距離5月中旬結束首階段針對100萬醫務人員的接種目標相去甚遠。

拉馬福薩坦承，在世界範圍內，南非與很多國家都面臨著疫苗數量

不足的問題，“我們高度依賴采購疫苗抗擊疫情，因此當前我們所面臨

的諸多問題，都是我們所不能掌控的。”他指出，盡管南非政府目前已

經完成所有疫苗采購合同的簽訂工作，但由於接收時間的不確定性，南

非當前的疫苗接種工作的確面臨巨大的挑戰。

但拉馬福薩承諾，盡管面臨重重困難，南非政府依舊有信心在今年

年底前獲得訂購的5000萬支新冠肺炎疫苗，從而在年內完成4000萬以上

，即三分之二總人口疫苗接種工作。

據拉馬福薩透露，除目前已經接收到的疫苗，南非政府預計在第二

季度剩余時間內接收300萬支強生疫苗，以及590萬支輝瑞疫苗；在第三

季度，南非計劃接收910萬支強生疫苗和850萬支輝瑞疫苗；在第四季度

，南非計劃接收1910萬支強生疫苗和700萬支輝瑞疫苗。

此前，拉馬福薩在5月4日參加世衛組織疫情防範和應對問題圓桌

會議上呼籲，世界上的富裕國家應放棄新冠肺炎疫苗知識產權，以便貧

窮國家可以擁有相關技術，這樣才能使世界上的貧窮國家更容易獲得以

及負擔得起疫苗。

截至記者發稿時，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達到1590370例，死

亡病例54620例。

英國央行：
英國經濟將獲快速增長

綜合報導 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發布公告稱，隨著新冠疫情限

制的取消，英國經濟將在2021年獲得70多年來的最快增長。

英格蘭銀行公告表示，政府抗疫資金的額外支出有助於增加就業機

會，今年的經濟預計將擴大7.25%。

超過7%的增長，將是英國經濟自1949年開始官方記錄以來最強勁

的經濟擴張。2020年新冠疫情使英國經濟收縮達9.9%，為英國300年來

的最大收縮。

英格蘭銀行行長安德魯· 貝利(Andrew Bailey)對媒體說，經濟復蘇是

“強勁的”，但這只是“反彈”而非繁榮。經濟增長的激增雖然是“好

消息”，但只能使英國經濟回到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經濟規模。

英國經濟專業人士預計，隨著商業繁華街道重新開放，為小型消費

熱潮鋪平道路，經濟復蘇的步伐將加快。英國疫苗快速推廣也有力提振

了消費者信心。

為促進經濟增長，英國中央銀行將利率維持在0.1%的歷史最低水平

，貝利對此表示，“我們將看到今年持續的強勁復蘇，但更應關註新冠

疫情對英國經濟的巨大沖擊，兩年過去了，經濟沒有增長。目前英國經

濟處於修復期。”

英國貨幣政策委員會日前強調，在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經濟復蘇

是可持續的之前，將持續實行低利率政策，不會提高利率。

統計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一年裏，由於越來越多的人在家工作，特

別是高收入者，英國家庭儲蓄已經形成超過了1500億英鎊的額外儲存。

在印澳大利亞人起訴澳旅行禁令
要求實現自由回國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早前發布的禁

止公民出國，以及涉及印度的相關旅

行禁令，被民間團體和相關個人訴至

法院，要求審查相關規定，並允許澳

大利亞公民在 5 月底前實現自由航班

旅行。

據美聯社消息，該國首席法官詹姆

士· 阿索普（James Allsop）周一（3日）

就表示，聯邦法院法官將聽取紐曼（Gary

Newman）對涉印旅行禁令的挑戰，紐曼

是被阻止從印度返回家園的9000名澳大利

亞人之一。同時，民間團體“自由工場”

（LibertyWorks）也於周四（6日）向聯邦

法院全體法官提起訴訟，反對根據《生物

安全法》發布的另一項命令，該命令自去

年3月以來就阻止了大多數澳大利亞人在

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況下離開澳大利

亞。該團體認為，澳大利亞衛生部長亨特

（Greg Hunt）無權執行該禁令，該禁令使

成千上萬的澳大利亞人無法參加婚禮和葬

禮，無法照料垂死的親人，無法與新生嬰

兒見面。

該團體總裁庫珀（Andrew Cooper）表

示，他預計澳大利亞

人將在5月底前自由飛

行。庫珀說：“根據

政府自己的記錄，他

們已經拒絕了7.4萬份

旅行申請。因此，成

千上萬的澳大利亞人

確實想旅行。”紐曼

的律師沃德（Christo-

pher Ward）在周四的

初步聽證會上也表示

，法律團隊希望在5月

15日之前作出裁決。

即使不延長旅行禁令

，法院對部長權力的審查也很重要。三名

法官在周四的聽證會結束時說，他們將在

以後宣布他們的判決。此外，大法官塔裏

（Michael Thawley）表示將在可能恢復航

班的前五天開啟對涉及印度旅行禁令挑戰

的聽審。

報道稱，由於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

亞人出生在海外，而且大多數人被禁

止離開該國一年多，“自由工場”的

勝訴可能會導致希望出國旅行的公民

激增。隨著印度疫情持續肆虐，4月 30

日晚澳大利亞衛生部長亨特根據《生

物安全法》下達涉及印度的相關旅行

禁令，所有在入境澳大利亞前 14 天內

到過印度的澳大利亞居民和公民一律

不準入境，對違法者將處以最高五年

監禁和最高 6.6 萬澳元（約合人民幣 33

萬元）的罰款。

意大利兩大區報告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
青少年感染增加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

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1807例，

死亡258例。截至6日18時，

全國累計確診病例4082198例

，死亡病例122263例，治愈病

例3557133例。

據報道，根據金貝基金會

(Gimbe)最新一周疫情監測數據

，意大利兒童和青少年感染病

例正在增加。此外，本監測周

全國新增確診和死亡病例數均

有所下降，新增確診病例下降

幅度為13.4%，死亡病例下降

了19.9%，住院患者數量下降

幅度10.5%，重癥監護患者下

降了11.8%。

金貝基金會基金會主席卡

塔貝洛塔表示，目前3至 5歲

和6至10歲年齡兒童和青少年

新增確診病例明顯增加，這可

能是開放校園活動所導致的結

果。

金貝基金會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5月 5日，意大利已接

種新冠疫苗21615054劑，其中

輝瑞疫苗接種率為70.5%，莫

德納疫苗為7.6%，阿斯利康疫

苗為1.4%，強生疫苗為0.5%。

意大利大約有80歲以上老

年人440萬，其中3134089人、

占該群體70.9%的人完成了兩

劑疫苗接種，778130人、占該

群體17.6%的人僅完成了第一

劑疫苗接種。

在意大利70至79歲大約590

萬人中，725559人、占該群體

12.2%的人完成了兩劑疫苗接種

，3226312人、占該群體54.1%的

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全國60至69歲的730萬人

中，680900人、占該群體9.2%

的人完成了兩劑疫苗接種，

2078360人、占該群體28.2%的

人接受了第一劑疫苗。

此外，皮耶蒙特大區衛生部

門6日通報，位於都靈省坎迪奧

洛市的意大利醫院與科學護理研

究院(IRCCS)與意大利基因組醫

學研究所(IIGM)經病毒測序分析

，已確診兩名新冠患者為印度發

現的變種病毒確診病例。這是皮

耶蒙特大區首次發現印度發現的

變種病毒確診病例。

兩名感染印度發現的變種

病毒患者，是生活在庫內奧市

的一對印度移民夫婦。這對夫

婦近日剛從印度返回意大利。

目前他們健康狀況良好，正在

家中隔離觀察。

普利亞大區衛生部門也表

示，萊切省薩倫托市兩名印度

移民確診感染印度發現的變種

病毒後，衛生部門再次確診3例

該變種病毒感染者。根據傳播

鏈追蹤，目前普利亞大區印度

發現的變種病毒確診病例已升

至17例，其中萊切市13例，納

爾多市2例，薩倫托市2例。

印度派9艘軍艦赴4國運氧氣
包括新加坡科威特

綜合報導 印度第二輪疫情讓國內資源

捉襟見肘，氧氣成為了急需的醫療供給。日

前，印度海軍加快了從國外運回氧氣的步伐

，總計已派出9艘戰艦，趕赴4個國家運輸

氧氣。

新德裏電視臺消息稱，印度海軍的三個

司令部已經派出了9艘戰艦，執行“海上橋

梁Ⅱ”運輸任務。先前派出的“塔瓦爾”號

護衛艦已經從巴林返回印度卡納塔克邦，帶

回了兩個分別重達27噸的氧氣罐。攜帶大量

氧氣供給的“加爾各答”號驅逐艦，也開始

從科威特返印。

“艾拉瓦特”號和“沙德爾”號攻擊艦

分別在新加坡和波斯灣執行運輸任務，“賈

拉什瓦”號運輸艦則在海上部署，等待其他

物資運送任務。此外，另有4艘戰艦正在前

往卡塔爾和科威特，將運回更多氧氣。

印媒稱，印度當前疫情非常嚴重，上一

周的新增病例占全球新增病例近一半。而在

6 日，印度單日新增再現新高，達到了

412262例，累計確診逾2107萬例。有專家指

出，由於很多死亡事件發生在醫院外，印度

的實際死亡數字可能要比官方統計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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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
sity)和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4月份聯合發布的
一項調查發現，美國44%的公司將要求員工接種疫苗；另有近
三分之一的公司表示，他們計劃鼓勵員工去接種疫苗，但不會
強制要求。

也就是說，既不強制也不鼓勵員工接種疫苗的美國公司僅
剩下兩成左右。

這個問題的邏輯似乎很簡單。當公司樓道里或辦公室裡都
是接種過疫苗的同事，聽起來比不是這樣更安全。但現實是，
真正實施這一政策的美國公司目前並不多。這突顯出美國企業
對如此操作這件事持保留態度。

美國當局澄清說，雇主（公司或企業）一般可以要求僱員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但有某些豁免。企業諮詢公司Willis Tow-
ers Watson的人口健康主管謝爾茨(Jeff Levin-Scherz)表示，企業
意識到，出台一項強制令可能引發勞動爭議，這對公司可能是
破壞性的。所以他們不願這麼做，無論是因為政治、法律問題
還是裁員的風險。

謝爾茨表示：“有許多雇主希望有（要求員工接種疫苗）
強制執行的措施，但又不想成為這方面的先行者。”

彭博社的報導稱，一些公司採取的是中間政策：允許接種

疫苗的員工成為第一批可以自願回到辦公
室的人。

美國互聯網科技企業Salesforce.com計
劃在今年5月份重新開放其位於舊金山的
公司總部，開放接種疫苗的100名工作人
員自願參加辦公室工作，這些員工將在特
定樓層的辦公室工作。

這家公司在一則通知中表示，在辦公
室工作的員工每週將要求進行兩次病毒檢
測，並設置“防疫專員”確保遵守安全規
程。

惠而浦（Whirlpool）計劃在當地條件
和規則允許的情況下，允許已經接種過疫
苗的員工在夏天回到其位於密歇根州的辦公室。這家擁有約
2.7萬名美國員工的家電製造商將提供200美元（約合1300元人
民幣）作為員工接種疫苗的獎勵。

還有一些美國公司計劃在工作場所提供現場疫苗接種。
美國最大的藥品零售商 CVS 正在與包括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在內的十幾家雇主合作，為他們的員工提供接種疫苗
服務。

根據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調查，當地約65%的公司計劃提供
疫苗激勵措施，87%的公司願意在公司辦公現場為員工接種疫
苗，這表明他們顯然將接種疫苗視為保證安全和恢復業務的關
鍵環節。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健康學院教授、該調查項目的共同
負責人阿斯皮納爾（Mara Aspinall）說：“雇主們對疫苗的關
注度一直在增加。他們正在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以盡可能安
全和可持續的方式讓員工重返工作崗位。”

（綜合報導)聯邦安全官員對今年4月涉及特斯拉一輛汽車
的致命撞車事故提出了新的問題，包括懷疑車輛的駕駛員輔助
功能可能被使用，以及早期認為事故發生時無人駕駛的假設是
否正確。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在周一發布的初步報
告中說，車主的家庭安全系統顯示，其中一名受害者進入了
Model S轎車的駕駛座，另一名受害者在駕駛開始時進入了前
排乘客的座位。

德克薩斯州當地官員表示，其中一人在副駕駛座位上，另
一人在後座上。當地警察辦公室說，根據初步調查，事故發生
時司機座位上很可能沒有人，這引發了人們對事故發生原因的
質疑。 NTSB的報告沒有說明這兩名男子可能是在行車開始後
何時或如何在車內移動的。

NTSB說，這輛車行駛了大約550英尺，然後駛過了路緣
，撞上了一個排水管道、一個凸起的人孔，最後撞上了一棵樹
，損壞了車頭的鋰離子電池盒。

該機構表示，由此引發的火災損壞了一個模塊，該模塊可
以記錄與車輛速度、安全氣囊展開情況以及安全帶是否係好等
信息相關的數據。 NTSB表示，已將該裝置送往實驗室進行進
一步分析。 NTSB表示，另一個機載存儲設備被大火燒毀，該

設備可以提供有關事故發生的線索。
該機構說，在事故地點用一輛有代表性的車輛進

行的測試顯示，該地區沒有特斯拉先進的駕駛員輔助
系統Autopilot所需的功能之一。

NTSB 的初步報告與特斯拉上個月關於這起事故
的聲明相呼應。一名特斯拉高管在業績電話會議上表
示，該公司已與有關部門進行了一項研究，試圖重現
可能的撞車場景。該公司表示，測試中沒有涉及一項
幫助轉向的駕駛員輔助功能，而另一項功能——自適
應巡航控制，只有在駕駛員係安全帶並以每小時5英
里以上的速度行駛時才會啟動。

這名高管還表示，汽車的方向盤被發現是變形的
：“這可能表示事故發生時駕駛座位上有人。”他沒
有詳細說明公司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他說，車禍
發生後，所有的安全帶都沒有扣上。

特斯拉沒有立即回复記者就NTSB的初步報告置
評的請求。

NTSB表示，正在繼續收集事故數據，包括事故動態、屍
體毒理學測試結果、安全帶使用情況、乘客出口以及電動汽車
起火情況。該機構表示：“墜機事件的各個方面仍在調查中，

並補充稱，計劃發布一份最終報告，提出預防類似事故的安全
建議。

美國調查：44％的公司要求員工
接種疫苗才能上班

美國最大工會投訴墨西哥一工廠工作條件美國最大工會投訴墨西哥一工廠工作條件，，美墨加協議下第一起投訴美墨加協議下第一起投訴
（綜合報導）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

AFL-CIO和其他三個組織在周一的一份聲明中說，
他們對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北部馬塔莫羅斯的一家
工廠Tridonex提起了訴訟。這是美墨加協議快速反
應機制下的第一起投訴。該協定於7月生效，取代
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AFL-CIO和民主黨人將為墨西哥制定強有力的
勞工規則和執行機製作為爭取他們在 2019 年支持
USMCA 的關鍵要求，人們擔心取代它的協議缺乏
這兩個關鍵點。美國工會長期以來一直抱怨，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下的墨西哥工廠剝奪了美國工人降低
工資的權利，不公平地在成本上削弱了美國工人的
優勢。

在Tridonex一案中，獨立工會律師蘇珊娜·普列
托·特拉扎斯去年6月因組織工廠員工而被判入獄一
個月。工會在周一的聲明中說，普列託在同意被流
放到墨西哥另一個州並被禁止在勞工法院出庭後才
被釋放。

與AFL-CIO一起被起訴的還有服務僱員國際工

會、國家工業獨立工會和公民工會。
AFL-CIO 主 席 理 查 德·特 拉 姆 卡 表 示 ：

“USMCA 要求墨西哥結束保護工會的統治，以及
他們與雇主之間的腐敗交易。對蘇珊娜·普列托和
SNITIS成員的持續騷擾違反了墨西哥承諾維護的勞
動法。”

Tridonex 是總部位於費城的卡東工業公司的子
公司，它的一些汽車零部件銷往美國市場。卡東工
業沒有回复記者的置評請求，Tridonex的高管也沒
有立即回复記者的電話留言。

SEIU國際主席瑪麗·凱·亨利說：“Tridonex對
工人權利的壓制已經讓我們在費城的會員失去了數
百個好的製造業工作崗位，現在他們正在對馬塔莫
羅斯的工人做同樣的事情。USMCA 要求墨西哥執
行其勞動法，快速反應機制的設計是為了確保特定
設施的執行機會，以幫助國內和墨西哥的工人加入
工會，擁有安全的工作場所並有尊嚴地為他們的家
庭提供生計。”

美國運輸機構對特斯拉致命撞車事件提出新質疑美國運輸機構對特斯拉致命撞車事件提出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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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年僅十五歲的齊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參加革命，同年在反“掃蕩”鬥爭中加
入中國共產黨，在抗大的革命熔爐中鍛煉成長，樹立了
共產主義理想。

1943年，綏德的窯洞裏，齊心第一次看到掛在牆上
的毛澤東主席為習仲勛同志題寫的“黨的利益在第一
位”八個大字。那一年，她十九歲。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齊心顧全大局，堅持在基層
工作，默默奮鬥在組織安排的各個崗位上。

後來，齊心這樣回想一生中兩段使她受益匪淺的經
歷：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據地兩年，經受了戰火的考驗，
抗大熔爐艱苦的戰鬥生活培養了我革命樂觀主義的情
操，堅定了革命鬥爭意志，樹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二
是在陝甘寧邊區農村做基層工作八年，在勞動人民的哺
育下，和他們建立了深厚感情。

習近平15歲下鄉 7年艱苦磨煉
同樣十五歲的年紀，1969年1月13日，習近平背起

行囊，下鄉來到陝北梁家河成為一名知青，在這裏度過
了7年的青春歲月。

習近平曾在文章中寫道：“十五歲來到黃土地時，
我迷惘、彷徨；二十二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着堅
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

那幾年，習近平感受着來自梁家河的溫暖，他跟鄉
親們吃一處、住一處、勞動在一處，接受艱苦生活的磨
煉，過了“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
關”。

在梁家河，習近平曾先後書寫8份入團申請書、10
份入黨申請書。1974年1月，習近平正式成為了一名中
國共產黨黨員，那一年，他二十歲。

知青歲月裏，齊心親手給習近平縫製的針線包，一
直陪伴着他。針線包上繡的“娘的心”三個字，是母子
深情的凝結，是齊心革命生涯中對人民的無怨付出，是

對孩子們奉獻國家的無悔支持，是飽經風雪始終不渝的
初心。

母子連心，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毫無保留、披肝
瀝膽的赤子之心，是習近平和母親的“約定”。

“戰鬥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鬥，天天快樂。”
這是習仲勛同志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齊心自勉自
勵、啟迪後人的人生感悟。

保持赤誠奉獻的奮鬥精神
齊心在中央黨校工作時，單位離家較遠，她和家人

總是離多聚少。只有到了周末她才能搭乘公交車回家一
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點鐘，星期日晚上還要趕回單位
上班。

但齊心卻從沒考慮過是否和孩子們多待上
一會兒，甚至是否調換一下工作，離家近
一些。那時，她心裏想的就是服從組織
安排，不能耽誤工作，甚至孩子患
了重病，她也沒有請過假。

齊心把習仲勛叮囑她“工作
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
好”的話，當作人生的座右
銘，同樣也以此勉勵習近
平。

2001年春節，齊心通
過電話問候、叮囑習近
平：“只要你把工作做好
了，就是對爸爸媽媽最大
的孝心，這就是對家庭負
責，也對你自己負責，這
都一致的。”

“我將無我，不負人
民。”夙夜在公、忘我工作
是習近平最平常的狀態；風

塵僕僕、馬不停蹄是他治國理政最真實的寫照。肩負着
人民的信任和重託，習近平不知疲倦，兢兢業業，既是
領路人，也是奮鬥者。

“我說過，脫貧路上一個也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
能少。中國人說話、中國共產黨說話、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說話是算數的。”總書記一席話振聾發聵。

人民至上，保持一名共產黨人甘於“無我”、赤誠
奉獻的奮鬥精神，是習近平和母親的“約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網報
道，注重家庭教育的齊心影響着習近平整個的成長過
程。她循循善誘，經常依照家裏的規矩給在外地工作、走
上領導崗位的習近平寫信，告誡他“高處不勝寒”，並囑咐他
要從嚴要求自己。
廉潔自律是共產黨人為官從政的底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全面從嚴治黨提升到歷史新高度，黨風廉政
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在談到領導幹部要始終做到心中有戒的問題時，習近平曾講過這

樣一段話：“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
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事、為民謀利。要正確行使權力，依法用權、秉
公用權、廉潔用權，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處理好公和
私、情和法、利和法的關係。”

“清清白白做人、乾乾淨淨做事、坦坦蕩蕩為官”，是習近平和母
親的“約定”。

牢記母親告誡：
從嚴要求自己

●●習近平早前陪母親齊心散步習近平早前陪母親齊心散步。。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的母

親齊心，是抗日

戰爭初期在太行

烽火中投身革命

並加入中國共產

黨，而後奔赴延安的八路軍女戰士。

習仲勛對妻子也讚賞有加，他曾對子

女說：“你媽媽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重言傳、重身教，教知識、育品

德，母親的言傳身教，為習近平樹立了

榜樣。

從習近平和母親的幾個故事裏，我們

能深切領悟到母子之間的默契與“約

定”。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網

●● 44月月2727日日，，習近平同參加三月三習近平同參加三月三““歌圩節歌圩節””民民
族文化活動的各族群眾親切交流族文化活動的各族群眾親切交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20002000年夏天年夏天，，齊心回到陝西省綏德縣郝家橋齊心回到陝西省綏德縣郝家橋
村看望鄉親村看望鄉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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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嚴防金融業對銀髮族不當銷售，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今天表示，檢查局5月起會針
對25家金融機構啟動專案檢查，銀行、證券與保
險三業都在名單內。

黃天牧今天赴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進行專案
報告，民進黨立委吳秉叡質詢時詢及金融業對銀
髮族不當銷售，金管會是否有相應的強化監理措
施。

黃天牧表示，除了公會自發性加強規範約
束，金管會檢查局5月起也會啟動第一次專案檢
查，針對20多家金融機構，詳加檢查對銀髮族銷
售是否有不當與不法行為，名單中包含銀行、證
券與保險三業。

黃天牧會中接受媒體聯訪時補充，這是金
管會首次針對銀髮族銷售啟動專案金檢，鎖定機
構為25家，遭檢查的機構包含金融三業，並以銀
行居多。

黃天牧也再次重申，金融業對銀髮族銷售，

過程是否提供完整資訊、銷售後是否對消費者提
供完整服務，都相當重要，將來在檢查時若發現
金融機構涉及對銀髮族不當銷售，會依照比例原
則，加重處分。

檢查局長張子浩會後接受媒體聯訪時補充
，25家金融機構名單裡，包含10家銀行、6家信
用合作社、6家保險業與3家證券商。

此次金檢預計自5月開始，7月底以前完成
。檢查重點有四項，第一，金融機構有沒有在低
利環境下，大量銷售高風險、也就是評等較差的
金融商品；第二，金融機構有沒有不當行銷，勸
誘客戶提早解約或借款買高風險金融商品。

第三，金融機構是否不當話術，例如在銷
售過程資訊揭露不充分；第四，金融機構是否有
針對銀髮族提供防弊保護措施。

黃天牧表示，此次檢查，並非指金融業銷
售高風險商品都會被盯上，主要是看客戶風險適
合度，是否有推薦不適當的金融商品給客戶。

(綜合報道）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表示，針對活動中心、關
懷據點等社區防疫等級管制，將延長到30日，另外，長照機構
部分，希望5月底前改用視訊探視，但醫院部分則是尊重各醫院
規定。

鄭文燦下午出席市府防疫專案會議表示，針對社區防疫等
級管制，原本是持續到17日，市府決定延長到30 日，包括活動
中心、關懷據點、共餐、卡拉OK服務都一樣。另外，醫院和長
照機構也是停止探視到5月底，但醫院部分可以有些彈性措施，
尊重各醫院規定。至於長照機構部分，希望5月底前改用視訊探

視。
鄭文燦指出，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淨空後，若要

做為防疫旅館使用，須人員到齊、動線管制、空間安排，且需以
整棟方式申請防疫旅館，不能夠分層混住。針對諾富特飯店淨空
後恢復營運規劃，現階段應維持防疫優先原則，而非觀光飯店營
運優先，讓清零1.0、2.0計畫趕快完成， 「至於諾富特目前的狀
況是只能做防疫旅館優先。」

鄭文燦表示，市區的防疫旅館目前有2家分層使用，雖然是
供一般返國民眾使用，但市府決定已經訂房者可以繼續住，但不

能接受新的民眾進駐，讓分層使用的防疫旅館在月底可以落日，
將來市區的防疫旅館都是棟式，也請觀光旅遊局要盡量設置電子
鎖，以單次進出作為目標。

鄭文燦說，進行中的華航清零1.0版現在擴大為2.0 版，需
居家檢疫14天，需要大量的防疫旅館，市府晚間會與中央開會
，除諾富特防疫旅館外，初步會盤點市區防疫旅館支援，以整棟
為原則，市府希望風險較高的放在華航園區，風險較低的才能放
在市區，以此原則分工，積極協助中央2.0清零計畫順利完成，
降低整個群聚感染的風險。

三接外推供電缺口 100萬瓩民營電廠採購5/12決標
（中央社）三接確定外推後，北部將面臨2年半電力吃緊窘境，台電規劃採購100萬瓩民營電

廠（IPP）燃氣機組，預計5月12日決標。由於興建機組至少費時3年，為力保2024年供電，台電
正與時間賽跑。

行政院日前提出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外推方案，工期需再延2年半，原訂2022年12月供氣
，延到2025年6 月。如此一來，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的2年半期間，全台電力吃緊。台電為此
提出因應對策，除做好機組維護、強化調度等後勤外，也將加快對民營電廠（IPP）採購速度。

台電表示，1月8日已公告招標100萬瓩，但因投標家數不足，已流標2次，5月12日將是第3
次決標，如果又流標，會緊鑼密鼓進行，立刻重新公告與招標。

由於興建機組至少耗時3年，若要力保IPP機組接軌2024年發電商轉，台電必須與時間賽跑

，最遲今年一定要完成採購。
台電強調，為了穩定供電，不能全部重押在IPP的100萬瓩燃氣機組上，其他配套措施會同

步進行，目前高雄興達電廠3部、共390萬瓩燃氣機組已在建設，如依規劃，2部機組將分別在
2024年2月、6月商轉，第3部於2025年8月商轉，機組若能提早幾個月供電，也能 「南電北送」
應急。

台電坦言，這些電量都是 「擠」出來的，東湊一點、西湊一點，無法保證全年是 「供電充裕
」的綠燈，因為機組裝置容量有限，在夏季用電尖峰時期，恐會出現幾天為 「供電吃緊」的黃燈
。

桃園市社區防疫等級管制鄭文燦：延長至5/30

25家金融機構專案檢查
鎖定銀髮族不當銷售

侯友宜主持疫情應變會議侯友宜主持疫情應變會議
牛津牛津AZAZ疫苗疫苗1010日起擴大接種日起擴大接種，，開放軍人及開放軍人及6565歲以上長者施打歲以上長者施打。。新北市長侯友宜新北市長侯友宜1010

日主持疫情應變會議時說日主持疫情應變會議時說，，單劑單劑AZAZ疫苗對疫苗對6060歲以上者保護力可達歲以上者保護力可達8686%%，，鼓勵符合資格的鼓勵符合資格的
長者到全市長者到全市4646家合約醫院接種家合約醫院接種。。



AA88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1年5月11日       Tuesday, May 11, 2021

美國最大燃油管道關閉了整個管道系統美國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美國最大燃油管道關閉了整個管道系統美國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美國東部沿海主要城市加油站的成品油供應面臨威脅美國東部沿海主要城市加油站的成品油供應面臨威脅

您應該吃的多種種抗癌食品您應該吃的多種種抗癌食品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飲食可以與心臟病和大丙
型肝炎等疾病相關聯。癌症是全球導致死亡的第二大
原因，這是因為我們吃了垃圾食品並且沒有足夠的運
動。 現在該開始食用多種抗癌食物包括：西蘭花
(broccoli) ，蘋果，藍莓，亞麻籽，胡蘿蔔，櫻桃，鮭
魚，豆類，番茄，大蒜，柑橘類，葡萄柚，蔓越莓
(Cranberry) ，堅果和紅甘藍菜。

西蘭花具有葉酸，纖維，鎂，β-胡蘿蔔素和鉀
的抗癌功效。吃西蘭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人罹患膀胱
癌的風險較低，異硫氰酸鹽具有抗癌能力並可以減少

膀胱癌細胞。西蘭花中的蘿蔔硫素降低了65％至80％
的人類乳腺癌細胞中的癌症幹細胞標記。蘋果提供大
量的纖維，維生素C和抗氧化劑。每天至少吃一個蘋
果可以將大腸癌的風險降低50％。 藍莓提供維生素C
和K，錳和纖維，藍莓是抗氧化劑的強國，包括類黃
酮和白藜蘆醇。藍莓提取物可使癌細胞減少25。亞麻
籽含有大量的良好營養素，例如鎂，錳，硫胺素，蛋
白質和大量纖維。 亞麻籽還提供健康的 omega-3 脂
肪酸和維生素E。亞麻籽油阻止惡性乳腺癌細胞，宮
頸癌細胞，白血病細胞和黑色素瘤細胞的生長。

胡蘿蔔中的維生素A超高（一
天一根大胡蘿蔔或12色小胡蘿
蔔就佔您每日價值的200％），
還提供大量的纖維，類胡蘿蔔
素和維生素 K。 胡蘿蔔通過

β-胡蘿蔔素和α-胡蘿蔔素獲得維生素A
，防止細胞增殖-也就是摧毀癌細胞並創
造新的血管。櫻桃的抗氧化劑含量也很高
，並提供維生素C和鉀。 酸和甜櫻桃含有
賦予其抗氧化能力的植物化學物質，酸櫻
桃具有更多的抗氧化能力。 酸櫻桃還提供
維生素 A。櫻桃中的花青素和花青素可以
降低患結腸癌的風險。在鮭魚 (Salmon)，
鯖魚和鳳尾魚等肥膩魚類中發現的 ome-
ga-3具有抗癌功效。魚中的omega-3可以
將腫瘤大小降低60％至70％，並將腫瘤數
量減少30％。每週食用脂肪魚的婦女，其
罹患腎細胞癌的風險降低了44％ 。咖啡對
健康有益，例如核黃素和高濃度的抗氧化
劑。

豆類吃得越多，與癌症的抵抗力就越強。 豆類
包括芸豆，黑豆，紅扁豆和黃豌豆等豆類。這些豆類
可以提供大量的纖維，蛋白質和葉酸。大多數堅果都
具有抗癌功效，但是核桃仁能贏得大獎。 核桃提供
必需脂肪酸，以及維生素E和多酚。核桃是多酚的最
佳來源之一，並具有抗氧化和抗發炎的功效，可以抗
擊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神經退行性疾病。

番茄富含維生素 C，維生素 A（來自β-胡蘿蔔
素）和鉀。番茄還可以提供有益心臟健康的抗氧化劑

和類胡蘿蔔素，番茄紅素。大蒜對你的身體很好。
大蒜的主要抗癌特性包括抗生素和抗真菌化合物大蒜
素，黃酮類化合物以及硒和烯丙基硫化物，它們都有
助於阻止或修復癌細胞對DNA的損害。柑橘類水果
超級健康，並具有很大的抗癌功效。柑橘類水果攝入
量較高的參與者患口腔和咽癌的風險降低了 50％。
葡萄柚這种紅寶石色的水果是抗癌食品庫中的重要補
充。 葡萄柚含有大量的維生素C，纖維，有益的植物
化學物質，類黃酮和類胡蘿蔔素。蔓越莓 (Cranberry)
的好處遠遠不止是為蔓延性的UTI喝蔓越莓汁。 蔓
越莓有很多好東西，例如維生素C，纖維，類黃酮，
熊果酸，苯甲酸和羥基肉桂酸。紅甘藍菜是我們名單
上最後的十字花科蔬菜，是您盤子裡的絕妙補充。
紅甘藍提供花青素和多酚。白菜都具有抗氧化和抗炎
特性，可以預防與氧化應激相關的疾病，例如癌症。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在遭遇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後在遭遇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後，，美國美國
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ColonialColonial被迫關閉了整個管道系統被迫關閉了整個管道系統。。ColoColo--
nial Pipelinenial Pipeline目前正在努力恢復運營目前正在努力恢復運營。。美國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美國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
態態，，因為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遭網絡攻擊下線因為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遭網絡攻擊下線。。ColonialColonial的輸油的輸油
管線綿延管線綿延88518851公里公里，，每天可從墨西哥灣地區向紐約港及紐約各每天可從墨西哥灣地區向紐約港及紐約各
主要機場輸送多達主要機場輸送多達250250萬桶的精煉汽油萬桶的精煉汽油、、柴油及飛機燃料柴油及飛機燃料，，更承更承
擔著美國東海岸擔著美國東海岸4545%%的燃油供應的燃油供應。。運營著美國最大汽油和柴油運營著美國最大汽油和柴油
管道系統的管道系統的ColonialColonial已聘請第三方網絡安全公司來調查並聯繫執已聘請第三方網絡安全公司來調查並聯繫執
法部門和其它聯邦機構法部門和其它聯邦機構。。該公司周五晚發表聲明說該公司周五晚發表聲明說，，正採取措施正採取措施
力爭將對客戶的斷供影響降至最低力爭將對客戶的斷供影響降至最低。。ColonialColonial的管網每天可將的管網每天可將
250250萬桶精煉成品油從墨西哥灣沿岸運輸到新澤西州的萬桶精煉成品油從墨西哥灣沿岸運輸到新澤西州的LindenLinden。。
它為休斯頓到紐約的燃料分銷商和機場提供汽油它為休斯頓到紐約的燃料分銷商和機場提供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柴油和航空燃
油油。。

根據網絡安全機構的調查根據網絡安全機構的調查，，實施此次襲擊的黑客團體名為實施此次襲擊的黑客團體名為
““黑暗面黑暗面”，”，而他們的手段是對目標系統植入惡意軟件而他們的手段是對目標系統植入惡意軟件，，以索要以索要
贖金贖金。。這種惡意軟件被一些媒體稱作這種惡意軟件被一些媒體稱作““勒索病毒勒索病毒”，”，它可對目標它可對目標
系統內的數據進行強行加密系統內的數據進行強行加密，，直至受害者支付贖金直至受害者支付贖金，，黑客才將其黑客才將其
解鎖解鎖。。據海外媒體報導據海外媒體報導，，截至目前截至目前，，ColonialColonial方面並未透露是否方面並未透露是否
已經支付贖金已經支付贖金，，而輸油管線何時恢復運營也尚不可知而輸油管線何時恢復運營也尚不可知。。黑客索要黑客索要
的贖金或高達數百萬美元虛擬幣的贖金或高達數百萬美元虛擬幣。。而即便受害公司按照要求支付而即便受害公司按照要求支付
了贖金了贖金，，出於安全也仍然需要關停運營實施維護出於安全也仍然需要關停運營實施維護，，同時造成巨大同時造成巨大
損失損失。。

路透報導稱路透報導稱，，ColonialColonial遭遇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後遭遇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後，，關閉整個關閉整個

管道系統管道系統。。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Gina Rai--
mondomondo））表示表示，，恢復管道運營是拜登政府的恢復管道運營是拜登政府的
重中之重重中之重，，華盛頓在幫助華盛頓在幫助ColonialColonial盡快重啟盡快重啟
其從德州到新澤西州的超過其從德州到新澤西州的超過 55005500 英里英里
（（88508850公里公里））的管道網絡的管道網絡，，來避免更嚴重的來避免更嚴重的
燃油供應中斷燃油供應中斷。。雷蒙多和該公司週日都沒有雷蒙多和該公司週日都沒有
對重啟日期給出預估對重啟日期給出預估。。

ColonialColonial的精煉能源輸送體系龐大的精煉能源輸送體系龐大，，每每
天可從墨西哥灣地區向紐約港及紐約各主要天可從墨西哥灣地區向紐約港及紐約各主要
機場輸送多達機場輸送多達250250萬桶的精煉汽油萬桶的精煉汽油、、柴油及柴油及
飛機燃料飛機燃料，，更承擔著美國東海岸更承擔著美國東海岸4545%%的燃油的燃油
供應供應。。其廣闊的管道網還為美國主要機場提其廣闊的管道網還為美國主要機場提
供服務供服務，，包括全球客運量最大的亞特蘭大哈包括全球客運量最大的亞特蘭大哈
茲菲爾德茲菲爾德--傑克遜國際機場傑克遜國際機場。。美國汽車協會等美國汽車協會等
團體的燃料零售專家表示團體的燃料零售專家表示，，本次中斷若持續本次中斷若持續
數日數日，，可能對地區燃料供應造成嚴重影響可能對地區燃料供應造成嚴重影響，，
特別是美國東南部特別是美國東南部。。媒體注意到媒體注意到，，針對美國針對美國
能源體系的網絡攻擊正逐漸常態化能源體系的網絡攻擊正逐漸常態化，，充分暴充分暴
露出該國一些露出該國一些““大基建大基建””在網絡安全層面的在網絡安全層面的
脆弱性脆弱性。。長時間延誤將對亞特蘭大和北卡羅長時間延誤將對亞特蘭大和北卡羅
來納州夏洛特的機場燃料造成重大影響來納州夏洛特的機場燃料造成重大影響。。如如
果管道不能迅速重開果管道不能迅速重開，，那麼未來幾天對油價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嚴那麼未來幾天對油價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嚴
重重。。高盛預計第三季度布倫特原油價格將達高盛預計第三季度布倫特原油價格將達8080美元美元//桶桶。。美國東美國東

海岸的原油庫存已降至海岸的原油庫存已降至3030年來的最低水平年來的最低水平，，過去兩周海上庫存過去兩周海上庫存
也已下跌也已下跌2727%%至至50705070萬桶萬桶，，創一年來新低創一年來新低。。美國原油庫存顯著美國原油庫存顯著
下降下降，，這對油價也有一定提振作用這對油價也有一定提振作用。。

在遭遇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後在遭遇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後，，美國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美國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ColonialColonial被迫關閉了整個管道系統被迫關閉了整個管道系統

葡萄柚這种紅寶石色的水果是抗癌食品庫中的重葡萄柚這种紅寶石色的水果是抗癌食品庫中的重
要補充要補充。。 葡萄柚含有大量的維生素葡萄柚含有大量的維生素CC，，纖維纖維，，有有
益的植物化學物質益的植物化學物質，，類黃酮和類胡蘿蔔素類黃酮和類胡蘿蔔素

藍莓提供維生素藍莓提供維生素CC和和KK，，錳和纖維錳和纖維，，藍莓是抗氧化劑的藍莓是抗氧化劑的
強國強國，，包括類黃酮和白藜蘆醇包括類黃酮和白藜蘆醇。。藍莓提取物可使癌細胞藍莓提取物可使癌細胞
減少減少2525%%

西蘭花具有葉酸西蘭花具有葉酸，，纖維纖維，，鎂鎂，，β-β-胡蘿蔔素和鉀胡蘿蔔素和鉀
的抗癌功效的抗癌功效。。吃西蘭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人罹吃西蘭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人罹
患膀胱癌的風險較低患膀胱癌的風險較低，，異硫氰酸鹽具有抗癌能異硫氰酸鹽具有抗癌能
力並可以減少膀胱癌細胞力並可以減少膀胱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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