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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集結邊界集結 加薩全面戰爭一觸即發加薩全面戰爭一觸即發

（綜合報導）13日報導，以色列精銳地面部
隊已於加薩邊界集結，並持續動員後備軍人；而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也並未服軟
，繼續對以色列發動火箭攻擊，雙方之間的全面

戰爭一觸即發。
根據報導，本就派駐加薩邊界的以色列

國防軍部隊，已被全數召回待命；且第一
步兵旅 「戈蘭旅」（Golani Brigade）、第
35 傘兵旅，以及以軍歷史最悠久的裝甲
部隊第7裝甲旅，皆已被部署至加薩邊界
。另外，以軍也已動員 7000 名後備軍人

，主要用於支援砲兵、 「鐵穹」（Iron Dome）防
禦系統，以及情報和醫療等單位。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齊爾柏曼（Hidai Zilber-

man）准將表示，與地面作戰相關的計畫已呈交
參謀長科哈維（Aviv Kohavi）中將，並會在稍後
由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

對此，哈瑪斯的回應是再對以色列南部的拉
蒙機場（Ramon airport）發動火箭攻擊。其發言
人烏拜達（Abu Ubaida）宣稱，哈瑪斯已準備了
「各式各樣的死法」，將讓以軍官兵痛不欲生。

「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指出，目前
的情勢發展，讓人回想起2008年和2014年的加薩
戰爭；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s）、維珍航空

（Virgin Atlantic）、德國漢莎航空（Lufthansa）
、西班牙伊比利亞航空（Iberia）等皆已取消飛往
特拉維夫（Tel Aviv）的航班。

雖然未具名的埃及官員透露，在與哈瑪斯對
話後，埃及代表團已趕赴特拉維夫，希望促成雙
方 停 火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古 特 瑞 斯 （Antonio
Guterres）也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共同呼籲雙方 「停止暴力」。不過以色列總理尼
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12日才正式拒絕哈
瑪斯提出的停火提議，情勢恐無法輕易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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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more than a year, a
group of Harris County
Hospital District Founda-
tion Board members

came back together today
and held a meeting.

The mission of the HCHD

Foundation is to enhance
the board’ s healthcare
mission of the Harris
Health System by solicit-

ing and raising funds for
programs and increasing
the community’s aware-
ness of the Harris Health
System.

The foundation is a 501
(c) 3 organization that
raises funds and supports
the hospital system. Es-
tablished in 1992, the
foundation has funded
more than $51 million for
the hospital system.

Under the Harris Health
System, we have five
hospitals including Ben
Taub Hospital with the fa-
mous Gianni and Richard
Trauma Center. It serves
over 80,000 emergency
patients annually.

We are also very proud to
honor Dr. Matthew Plum-

mer and Dr. Kenneth Mat-
tox for their years of ex-
traordinary service to the
Harris Health System and
to the community.

More than a year ago
when the COVID-19 virus
attacked our community,
these public hospitals
have played a very critic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res-
cuing our citizens.

We urge all the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to come
out and help our public
health system. Whether
you volunteer your time or
whether you write a
check, show that you care
abou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our commu-
nity.

0505//1313//20212021

The Mission Of The HCHD FoundationThe Mission Of The HCHD Foundation

赫里斯郡醫院基金
會董事會睽違了一年多
之後，今天再度在總部
召開董事會，大多數董
事都能親自出席，共同
硏討本年度之工作計劃
。

赫里斯郡醫院管理
局是全美最大的公共衛
健系統之一，每年超過
二十億美元之預算，支
持五家公立醫院之運作
，其中最大的奔塔醫院
以急診服務亨譽全球，
自成立以來，就以休斯
敦慈善家奔塔命名， 一
直到現在，奔塔家族後

代仍然參與成立基金會
，其目的是在長期募款
來支援五家公立醫院，
造福社區。

近一年多來， 由於
新冠病毒之侵襲 ，赫里
斯郡之公立醫院更是忙
得不可開交，許多貧困
市民之首選就是奔塔醫
院之急救中心，今天我
就坐在奔塔醫院麥陶醫
生之隔壁，他在這场險
悪之大瘟疫中不知救了
多少人的性命，另外一
位董事詹森醫生，更在
會上報告了他在新冠病
毒上取得之研究成果，

不久將在联邦醫管局批
准後發表，並將以特效
薬方式在全球推出。

我非常榮幸在過近
十年來，一直是基金會
之一員，這次疫情對世
界帶來之災難， 尤其顕
示藥物科研之重要性，
今天之董事會大家都有
相見甚歡之感覺。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看見來自不同階層的
專家、學者和企業家 ，
他們共同的使命就是要
打倒萬惡的病毒。

公共衞健尚待加強公共衞健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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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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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今天發表的風險評估報告，

全球100個環境風險最高城市，亞洲就占了99
個，其中4/5位於印度或中國境內。

評估報告認定，總居住人口約 15 億的全
球各地超過 400 個大城市，面臨 「高度」或
「極端」風險，原因包括各種汙染、水供應減

少、致命熱浪、天災以及氣候變遷衝擊等。
地層不斷下沉的印尼首都雅加達，飽受汙

染、淹水和熱浪侵襲之苦且每況愈下，高居排
行榜首。

但在全球前20大風險城市中包辦13個的
印度，可能較任何其他國家面臨更令人擔憂未
來。

根據商業風險分析公司維里斯科楓園
（Verisk Maplecroft）編製的全球576城市指數
，德里（Delhi）排名第2，印度城市依序還包
括清奈（Chennai，第3）、阿格拉(Agra，第6)
、堪坡（Kanpur，第 10）、齋浦爾（Jaipur，
第22）、勒克瑙（Lucknow，第24）。

人口1250萬的孟買（Mumbai）排名第27
。

空氣汙染每年造成全球各地逾700萬人早
夭，光是印度境內就高達100萬人。光就空氣
汙染而言，都會區人口至少100萬的全球空氣
品質風險最高的20個城市，印度就占了19個
，而居冠的就是德里。

此空氣汙染評估側重在有害健康的細懸浮
微粒PM2.5影響，燃燒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會
大量釋出PM2.5 。

亞洲以外唯一名列百大環境風險城市的是
南美國家秘魯首都利馬（Lima）。

雖然較印度富裕，但中國也面臨更艱鉅環
境挑戰。評估報告指出，全球最飽受水汙染困
擾的50個城市中，中國就囊括其中35個。且
面臨嚴重水資源短缺的前 15 大城，中國包辦
13個。

評估報告第一作者尼柯爾斯（Will Nichols
）表示，政治體制迥異及發展程度不同或許最
終有利於中國。他說： 「就中國而言，新興中
產階級正不斷要求更乾淨的空氣和飲用水，這
反映在政府目標上。」

全球百大環境風險城市
亞洲包辦99個

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麗茲·錢尼(Liz
Cheney)因為批評前總統川普摧毀民主憲政而被
該黨閉門頭口表決撤銷了職務,共和黨人此舉已
使正義公理蕩然無存,無異於黑幫行刑式處決,
註定該黨裂解衰竭之命運 。

麗茲·錢尼是前副總統迪克·錢尼的女兒,
她是極少數在眾議院具有真知灼見,又能明曉春
秋大義的共和黨議員之一, 她一貫支持削減開
支、降低小企業稅收、加強邊境管制、不赦免
無證件者、支持有利民生的舉措以及反對對槍
支購買進行普查等, 他是真正的在捍衛保守原
則,她也是勇敢站出來支持彈劾川普的10位共和
黨眾議員之一，因為無法忍受川普煽惑民眾發
起國會暴動以及一再散佈2020年總統大選舞弊
的謊言, 所以慷慨陳詞道:”我們不能同時擁抱
謊言與憲法, 我要竭力阻止川普再靠近白宮一
步!”

大哉斯言! 只可惜麗茲·錢尼的正氣之聲無
法得到該黨認同, 現在國會裡的共和黨已失去
政黨良心, 他們在川普勢劫利誘下只想從川粉

選票中獲得席位以保住權力, 為了要在明年中
期選舉中獲勝, 竟妄想用總統大選舞弊的謊言
麻痺欺騙選民, 殊不知去年大選是經過各州選
務官, 法官以及川普任命的司法部長巴爾確認
沒有舞弊發生, 然而川普卻一再發表違背事實
與良心的言論, , 他以為表達出離經叛道思想可
以積非成是 , 那是大錯特錯!

對於明理人而言, 川普的謊言說一百遍還
是謊言,他的言語已嚴重扭曲共和黨的價值體系
與思維模式，更把共和黨的基礎選民極端化到
令人不安的程度, 但共和黨高層竟然噤聲不語,
默許他放肆, 他們只知明哲保身, 縱容極右翼川
粉群眾為所欲為, 完全破壞了共和黨悠久傳統
與道德,連敢於說真話的錢尼都不能再容忍, 整
個黨墮落到如此不堪地步, 如果再沉淪下去, 那
些有理想有抱負的黨員必會紛紛退黨離去而下
大大 削弱共和黨實力。

從錢尼被奪權後的失魂落魄可看出，她已
挽救不了共和黨, 該黨正朝川普邪教的民粹主
義道路前進，而且路越走越窄, 越走越偏了!

【李著華觀點 : 失魂落魄
錢尼挽救不了共和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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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形勢趨穩
官方稱需80%人口免疫方可“解封”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表示，該國第三波新冠疫情表現

出已被遏制住的跡象，每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正在下降。德國

疾控機構負責人提醒，該國需要等到總人口的80%對新冠病毒具備免疫

力，方可實施全面“解封”。

自從四月下旬實施包括宵禁在內的全國“緊急制動”措施以來，德

國國內疫情已連續數日趨緩。德國官方用於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平均

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7日已降至125.7，而該數值一周前還高

達153.4。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

18485人、284人。德“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7日23

時，德國累計確診3506795人、死亡85195人。目前，德國已接種3360萬

劑次疫苗，共有7360108人完全接種，達總人口8.8?%。

施潘當天與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威勒在柏林出席

每周例行疫情發布會時給出上述判斷。

施潘說，盡管德國各地的疫情數據下降的程度各不相同，但總體上

看呈現出下降趨勢。他強調，必須維持住這種積極的態勢，“過早‘解

封’是行不通的”。

威勒表示，德國想要全面解除當前實施的一系列防疫限制措施，必

須等到80%以上人口對新冠病毒具有免疫力後方能考慮——屆時仍將會

有新增病例，但不會形成一大波感染潮。他同時警告稱，德國的ICU重

癥病房目前仍未走出瀕臨超負荷的狀態，有70%的重癥病房接近或者已

經過載。

後脫歐時代英法漁業起紛爭
選舉背景下沖突或難解

英國脫歐後，在法國漁民能否進入

英國水域的問題上，英法之間的局勢再次

緊張起來。6日，數十艘法國漁船聚集英

國澤西島首府聖赫利爾的港口外抗議，在

法方威脅切斷澤西島的用電後，英國派出

兩艘海軍巡邏艦抵達該海域，法國方面則

以兩艘巡邏艇作為回應。之後，兩者各退

一步，不過局勢仍然令人擔憂。

英法漁民不滿：不可讓步

據報道，4月30日，英國政府公布

了一份自5月1日起可進入英國海域捕撈

的法國漁船名單。在法方提交的344份

申請中，只有41艘漁船獲得批準，英方

同時對漁船可進入的海域以及捕

對於法國漁民來說，英國的做法是

不可接受的，法國人強調，這些新規

“事先沒有商定、討論或通知。”對於

這些漁民來說，英國水域捕撈到的魚類

占他們營業額的一半以上。漁民們同時

對法國當局表示不滿，認為政府沒

有做到保護他們。他們覺得，自己

成為了“政治人質”，夾在中間，

兩相為難。

英國漁民也極其憤怒。澤西島漁民

協會主席唐· 湯普森在接受英國獨立電視

臺采訪時說，法國漁民想無拘無束地

捕魚，而英國漁民卻受到諸多限制。

他認為，政府“屈服於此”是“極其

不公平的”，這種策略可能“在未來

再次使用”。

沖突能否調解？專家：大選背景下
難以解決

雖然氣氛一度劍拔弩張，但專家都

表示，此次沖突不會發展為軍事對抗，

但經濟沖突的確存在，且難以解決。

《赫芬頓郵報》法國版報道，針對

近日的局勢，法國經濟局勢觀察所

經濟學家凱瑟琳· 馬蒂厄比較樂觀。

她認為，雙方均出動了軍艦是一個

壯觀的姿態，但也可以被解釋為一

個“好兆頭”，這表明沒有人希望

局勢惡化。

馬蒂厄還表示，只有41艘漁船獲得

批準不一定與脫歐有關系，可能只是出

現了行政阻塞。她認為，法國人可能沒

有提供所有需要的文件，使澤西島能夠

發放計劃中的許可證。

至於法國，馬蒂厄也承認，法國

對英國采取了非常強硬的態度，以

使對方明白，離開歐盟是“有代價

的”。

目前，兩國急需一個外交解決方案

，以防止沖突升級。法媒提醒，從官方

角度來說，應該由歐盟來解決這場沖突

，而不是法國，因為法國只是簽署了脫

歐條約的國家之一。

不過，這並不簡單。一位專家指出

，在英國進行脫歐後首次地方選舉，法

國地方選戰也開打的大背景下，目前緊

張的局勢難以得到緩解。他指出：“這

是脫歐後的第一年，每一方都在努力標

明自己的領土。”

法國國立聖艾蒂安大學公法教授奧

雷利安· 安托萬也指出：“漁業是一個非

常強烈的政治象征。”目前，英國還面

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比如今年的捕魚

配額。

英國首相約翰遜承諾他將“堅定不

移地支持”澤西島。此前，他曾強調澤

西島和法國之間“迫切需要緩和緊張局

勢”。法國方面則表示“希望局勢能夠

恢復”。

歐盟領導人今年首次碰面
呼籲分享疫苗

綜合報導 歐洲聯盟社會峰會在葡萄牙北部城市波爾圖開幕，這是

歐盟領導人今年以來首次舉行面對面會議。一些領導人呼籲美國等出口

更多新冠疫苗，以遏制全球疫情。

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歐盟委員會和24個成員國的領導人現場出

席為期兩天的峰會，德國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荷蘭首相馬克· 呂特和馬

耳他總理羅伯特· 阿貝拉在線與會。現場參會人員戴口罩，以擊肘或碰

拳代替握手或貼面禮。

此次峰會聚焦如何彌補新冠疫情對歐盟造成的經濟損失。會議將圍

繞實現就業、職業培訓和消減貧困三大議題展開討論。歐盟領導人還將

討論新冠疫苗知識產權豁免問題，以幫助全球加速結束疫情。

此外，歐盟領導人定於8日與印度總理納倫德拉· 莫迪舉行視頻會。

雙方原定在波爾圖舉行歐盟-印度面對面峰會，因印度疫情嚴重，莫迪取

消行程。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 馮德萊恩在會上說：“眼下仍處於(從疫

情中)恢復的早期階段。在疫情負面影響下，我們的日子仍不好過。”

馮德萊恩當天在一場記者會上呼籲所有正在討論新冠疫苗知識產權

豁免的人“承諾願意出口本地區生產的相當一部分疫苗”。她說，只有

提高疫苗產量、消除出口壁壘和分享已經訂購的疫苗才有助快速抗擊疫

情。

據美聯社報道，就美國先前宣布支持暫時豁免與新冠疫苗相關的知

識產權保護，一些與會領導人認為眼下放棄專利並非關鍵問題，提高疫

苗產能和分配原材料等舉措對遏制疫情更有效。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 馬克龍7日說，美國在疫苗出口方面的工作更

為重要。“美國目前生產的疫苗100%供應美國市場。”

“狗狗幣”暴跌近40% 馬斯克“承認”：
它就是騙局

特斯拉電動汽車生產公司首席執行官

(CEO)埃隆· 馬斯克在一檔節目中被主持人

連續多次追問“狗狗幣”到底是什麼，並

在對方質疑“狗狗幣”就是一場“騙局”

(hustle)時，最終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值得

註意的是，在馬斯克作出這一回復後，這

一曾經暴漲“出圈”的虛擬貨幣也暴跌近

40%。

馬斯克承認它是騙局？
“狗狗幣”暴跌近40%！
馬斯克參加美國一檔深夜喜劇秀《周

六夜現場》(SNL)節目。他在節目中多次

提及“加密貨幣”、“狗狗幣”等。

當被問及“狗狗幣是什麼”時，馬斯

克回答說：“這是貨幣的未來。這是一種

勢不可擋的金融工具，將占領世界。”

馬斯克還表示，送給其母親的母親節

禮物便是“狗狗幣”。

但主持人就“狗狗幣是什麼”對馬斯

克連續進行了6次提問，並在最後堅持問

到：“那麼，這是一種騙局(hustle)嗎？”

。馬斯克最後只好答道：“是的，這是騙

局”，隨後無奈的笑了。

主持人立馬回應到：“一早這麼說不

就好了嗎。”

馬斯克這一發言播出後，“狗狗幣”

的市場急轉直下。

截至當地時間9日早晨，

“狗狗幣”的交易價格約為

每枚0.44美分，較前一交易

日下跌38.6%。

下一個比特幣來了？
“狗狗幣”曾成功“出圈”

“狗狗幣”到底是什麼
呢？

“狗狗幣”是以一只柴

犬頭像作為標識的虛擬貨幣

。在比特幣接連漲破歷史紀

錄後，“狗狗幣”也曾經成

功“出圈”，引起市場關註。而這自然離

不開馬斯克的“帶貨”。

馬斯克一直是“狗狗幣”最高調的支

持者之一，他經常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

表贊美帖子，直接推動了這種加密貨幣的

價值增加。

最初，“狗狗幣”主要活躍在網絡

社區 Reddit。由於其流動性強、價格低

，本身帶有娛樂、戲謔意味，很快受

到市場歡迎，成長為用戶僅量次於比

特幣的第二大虛擬貨幣，並多次開啟

暴漲模式。

2018年1月，“狗狗幣”市值突破20

億美元。2020年7月，“狗狗幣”在社交

媒體上掀起一波高潮，交易量激增，價格

暴漲逾1倍。到2021年，“狗狗幣”市值

一度超過90億美元。

原本，隨著馬斯克上SNL節目的消息

讓人們對這枚硬幣更加具有興趣，但誰也

未曾想到，馬斯克在節目上發言使得“狗

狗幣”的價格“一落千丈”。

不過，7日，馬斯克就曾發布一個

簡短警告，他強調雖然“加密貨幣很有

前途”，但人們必須“謹慎投資”。

OKEx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威廉曾表

示，“‘狗狗幣’這波大火的原因主要還

是因為馬斯克‘帶貨’，如果未來馬斯克

不再繼續，或者沒有什麼實際支持動作，

‘狗狗幣’將跌至原來的水平，甚至出現

崩盤的風險。”

澳航開通賞月航班 全程3小時“近距離”接觸超級月亮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航空

公司正在出售“賞月航班”

機票，乘客將有機會近距離

觀 察 即 將 在 5 月 末 上 演 的

“超級月亮”。

據報道，這架觀光航班全

程3小時，從悉尼起飛，飛越

海港，可爬升至4.3萬英尺的高

度。

據介紹，此次出現的“超

級月亮”將是 2021 年

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

次，同時出現的月全

食將使其形成一種罕

見的雙重天文現象，

屆時，月亮在夜空中

會變成紅色。

澳大利亞聯邦科學

與 工 業 研 究 組 織

(CSIRO)的天文學家莫斯(Vanes-

sa Moss)正在和澳航飛行員一

起研究太平洋上空的最佳飛行

路徑，他也將在飛機上為乘客

提供關於這一罕見天文現象的

精彩評論。

報道稱，這趟觀光航班的

票價為500至1500澳元，將於5

月12日中午開始發售，屆時將

有100個座位。

對此，澳航首席客戶官塔

利(Stephanie Tully)表示，澳航

獨特的飛行體驗受到了客戶的

歡迎，尤其是在旅行選擇有限

的情況下。

塔利說：“我們完全被

這趟特別航班的受歡迎程度

所折服。最近的類似航班在

15 分鐘內就售罄了，還有數

百人被登記在等候名單上，

他們不斷告訴我們，他們還

想要更多。現在我們非常興

奮，要去進行一次觀賞超級

月亮的飛行。”

塔利指出，此次航班選用

的是787機型，它的窗戶是所

有客機中最大的，是觀賞“超

級月亮”的理想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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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表示，不會讓澳洲獨
自面對中國的經濟脅迫。澳洲外長潘恩則表示，盼與中國建立
建設性關係，但不會在國家安全或主權上妥協。

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在國務院與來訪的潘恩
（Marise Payne）進行雙邊會談，兩人會後並召開聯合記者會。

面對中國對澳洲經濟脅迫，布林肯表示，美國不會讓澳洲
獨自在場上面對。美國也清楚向中國表明，這類針對美國最密

切夥伴與盟友的行動，將阻礙美中關係改善。
潘恩則表示，澳洲希望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以討論彼

此的歧見並尋求共同利益。但澳洲不會在國家安全或主權議題
妥協，會持續採取行動確保這一點。澳洲現在與中國有許多議
題有待共同解決，澳洲會持續與中國合作，解決貿易問題，並
在需要時透過適當機制解決。

中澳近來因南海爭議、國安等問題陷入磨擦。中國自去年

5月起針對澳洲大麥開徵關稅，8月起又針對葡萄酒採取相同做
法，之後甚至要求能源企業和鋼鐵廠停止自澳洲進口煤炭。普
遍認為，這是中國對澳洲採取報復行為，以回應澳洲禁止華為
參與5G網路基礎建設、訂立反外國干預法案，以及向國際社
會倡議要獨立調查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來源
。

疫情反轉嚇壞 海外美國人急向華府討疫苗

美定義種族滅絕 標準相對寬鬆

（綜合報導）美國已經有超過1億人口完整接種新冠疫苗
，不過仍有許多海外美國人無疫苗可打，當中許多人居住的國
家正面臨嚴峻的疫情反撲，他們急著向華府要求提供疫苗，埋
怨稱被政府遺忘了。

美國至今已經有1.05億人完整接種疫苗，美國總統拜登的
最新目標是在7月4日國慶日之前，全美高達70%人口、相當於
1.6億人完整接種疫苗。不過路透社報導，高達800萬的美國海
外公民中，仍有許多人尚未接種疫苗，因為居住的國家疫情嚴
峻，當地又還沒有開始大規模接種疫苗，讓這些海外美國人心
急如焚，趕緊向華府求救。

倡議組織 「海外美國公民」（American Citizens Abroad）4
月才致函美國會、國務院，指出海外公民也有繳稅、投票，應
該和境內公民享有同樣的疫苗接種途徑。該組織執行長賽拉托
（Marylouise Serrato）表示，美國政府能夠透過在各國大使館

、領事館發送疫苗。
報導指出，疫情爆發後，許多海外美國公民先行返回美國

，不過也有許多人的居住國推動疫苗施打的進度相當緩慢，或
是不方便返國，讓他們陷入困境。

泰國就有 4 個美國公民組織 6 日致函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請求將泰國列入美國海外公民全球疫苗
接種計畫。泰國目前正面臨嚴峻的第3波疫情，今（13）日新
增4,887起確診病例，創單日新高，累計逾9.3萬人確診，當中
有超過2,000起為社區病例，不過泰國要到6月才開始實施大規
模疫苗接種。

已經居住在泰國 30 年的美國商人費希巴哈（Peter Fisch-
bach）擔心自己可能還得等上幾周、甚至幾個月才能在泰國打
到疫苗，他的工作、以及泰國入境要隔離2周的嚴格規定，讓
他不方便回美國。他說： 「我們是有繳稅、有投票權的美國公

民，我們的政府還保證我們有資格接種疫苗，但在這裡，我們
已經被遺忘了。」

美國金融科技人員克魯斯（Aaron Kruse）及南非籍未婚妻
目前就被卡在南非，因為當地出現變種病毒，加上美國限制來
自南非的旅客入境，讓他們的計畫大受影響。

針對 「海外美國公民」組織的來函要求，白宮發言人莎琪
（Jen Psaki）回應指出美國政府關注全球美國公民的安全，但
也表示目前沒有計畫為海外美國公民提供疫苗。

美國國務院上個月才表示已經將疫苗運往全球220個美國
駐海外外交據點，讓美國外交官接種疫苗，海外共和黨人協會
（Republicans Overseas）等組織表示，這代表政府應該也有能
力為公民做同樣的事。

中國經濟脅迫中國經濟脅迫
美國務卿美國務卿：：不會讓澳洲獨自面對不會讓澳洲獨自面對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12日發布《2020年國際宗教自由
報告》，國務卿布林肯強調，宗教自由是人權的一部分，因此
以嚴重侵犯人權為由，制裁前四川官員余輝。而 「美國國際宗
教自由委員會」（USCIRF）12 日舉行聽證會，說明華府對
「種族滅絕」的尺度認定。美國政府已多次正式使用種族滅絕

一詞，標準相對寬鬆。川普時期的國務卿蓬佩奧，就趕在卸任
前宣布，中國正對新疆維吾爾人與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犯下
種族滅絕罪行。

布林肯在發布這項每年一度的報告時指出，全球有56個國
家或地區嚴重限制宗教自由；基於宗教信仰或組織而歧視迫害
他人，違反聯合國人權宣言，應受到譴責。遭他點名的包括伊

朗、緬甸、俄羅斯、奈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與中國等。
布林肯也宣布，制裁中國 「防範暨處理邪教問題中央領導

小組」的前四川成都辦公室主任余輝，他強調，余輝嚴重侵犯
人權，行徑包括任意拘禁法輪功學員，因此與其家人喪失入境
美國資格。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同一天舉辦的聽證會中，歐
巴馬時代的國務院官員巴奇沃德表示，沒有政策或正式程序規
定，美國政府要如何認定某件暴行是否為種族滅絕，但國務院
律師會參照1951年生效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評
估事實與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特定事件構成公約中定義的種族
滅絕。

美國正式使用種族滅絕一詞已有多個先例，如波士尼亞塞
爾維亞族針對波士尼亞穆斯林、伊拉克政府對庫德族、蘇丹政
府在達富爾對阿拉伯族，以及 「伊斯蘭國」對少數民族雅茲迪
人、基督徒和什葉派實施種族滅絕。

前國務卿蓬佩奧今年1月卸任前，把中國侵犯維吾爾人人
權定為種族滅絕。拜登政府也延續同樣立場，國務院3月底發
布的年度人權報告中，稱新疆發生種族滅絕。而在4月，拜登
政府史無前例，把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鄂圖曼帝國軍隊有計畫
殺害並驅逐上百萬亞美尼亞人，認定為種族滅絕，激怒土耳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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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記錄文件篡改經過！
日本森友學園相關文件將提交法院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政府就財務

省篡改公文問題首次承認，確

實存在一份記錄森友學園相關

審核文件篡改經過的筆記，系

由自殺身亡的近畿財務局職員

所整理。該文件將於 6月 23 日

在該男性妻子提起的訴訟中向

法院提交。

時年 54歲的近畿財務局職

員赤木俊夫，被迫參與了篡改

森友學園相關審核文件，其後

自殺身亡。據信赤木整理了一

份文件，並留在了單位裏，其

中詳細記錄了篡改經過，該文

件被稱為“赤木文件”。赤木的

妻子雅子此前狀告政府等，要求

公開這份文件。

此前，日本政府並未透露是

否存在這一文件，理由是“於訴

訟而言，沒有必要”。

不過，2021年3月，大阪地

方法院敦促政府公開這一文件，

為此，政府一改方針，於5月 6

日傍晚以書面形式首次向雅子方

承認文件確實存在，並表示將於

6月23日向法院提交文件。

政府的書面答復顯示，“赤

木文件”裝訂有按時間順序記錄

篡改經過等的文件，以及財務省

理財局與近畿財務局之間的往來

郵件及附件資料。政府表示將對

文件中與訴訟無關的個人信息等

部分內容進行塗黑處理後予以公

開。

鑒於赤木所留下的文件將被

公開，人們普遍關註有關篡改理

由和經過，今後是否會有新的事

實浮出水面。

2017年，日本森友學園被媒

體曝出以一億日元的價格獲得估

價近10億日元的國有土地，用於

小學建設，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夫人安倍昭惠還曾擔任該小學的

名譽校長。後隨調查深入，發現

財務省有數十人參與篡改和銷毀

相關審批文件。

2020年2月，該案一審判決

結果公布，森友學園前理事長籠

池泰典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其

妻籠池諄子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

，緩刑5年。

新冠死亡8月達百萬？
《柳葉刀》：印度政府要為災難負責

印度新冠疫情狀況持續惡化。印

度衛生部公布數據顯示，該國新增確

診病例 403738 例，累計確診 22296414

例 ； 新 增 死 亡 4092 例 ， 累 計 死 亡

242362例。當地時間8日，英國醫學期

刊《柳葉刀》發文批評，印度的景象

令人難以理解。如果到8月1日印度累

計新冠死亡病例達到驚人的100萬例，

印度政府將要為“自己造成的這場國

家災難”負責。

首都新德裏第三次延長“封城”

截至 9 日，印度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連續18天超過 30萬例，連續 4天超

過 40 萬例，死亡病例連續 2 天超過

4000例。

為應對依然嚴峻的新冠疫情形勢，

印度首都新德裏首席部長凱傑裏瓦爾9

日宣布，將目前的“封城”措施再延長

一周至17日。這也是新德裏第三次延長

“封城”措施。報道稱，本次措施更加

嚴格，新德裏的地鐵將停止運行。

此前，由於疫情不斷惡化, 印度多

地收緊疫情防控措施。新德裏自4月19

日開始實施全城封鎖，此後分別在4月

25日和5月1日宣布延長封鎖。

目前，印度醫院人滿為患，醫護人

員疲憊不堪，感染不斷發生。

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發文批評

稱，印度目前的“苦難”景象令人難以

理解。文章指出，截至5月4日，印度平

均每天報告37.8萬例確診病例，死亡人

數累計超過22.2萬人。專家認為，這一

數據可能被嚴重低估。

《柳葉刀》：印度政府要為災難負責
《柳葉刀》在文章中稱，在3月初

第二波疫情來襲之前，印度衛生部長還

宣布，印度疫情正接近尾聲，盡管有關

第二波疫情和新毒株危險的警告不斷出

現。並且，模型還錯誤地顯示印度已經

達到了群體免疫，使其面對疫情變得

“自滿且準備不足”。

文章特別指出，面臨多種警告，印

度政府仍允許宗教節日繼續舉行，吸引

了該國各地數百萬人參加，還舉行了大

型政治集會。而值得註意的是，這些活

動均缺乏防疫措施。

此外，“疫情已經基本結束的信息”

也減緩了印度疫苗接種運動的啟動。

華盛頓大學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

(IHME)曾根據模型預測，到8月1日，印

度新冠死亡人數可能將達到驚人的100

萬例。對此，《柳葉刀》指出，如果出

現這種結果，印度政府將對“自己造成

的國家災難”負責。

推動疫苗、減少傳播：印度需“雙
管齊下”

《柳葉刀》文章稱，印度浪費了其

早期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印度

現在必須在危機肆虐之際，調整其應對

措施。

文章呼籲，印度現在必須采取“雙

管齊下”的戰略。

首先，印度必須使其“不良的”疫

苗接種運動合理化，並盡快實施。需要

從疫苗供應和分配兩個方面入手。

第二，印度必須在推出疫苗的同時

，盡可能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

印度政府必須及時發布準確的新

冠數據，並向公眾直接解釋正在發生

的情況以及需要采取什麼措施來扭轉

疫情曲線，包括可能實施的新的封鎖

措施等。

同時，印度政府需要擴大基因組測

序，以更好地跟蹤、了解和控制新出現

的傳染性更強的變種病毒。

韓美首腦會晤在即
文在寅稱將借機鞏固韓美同盟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

發表就職4周年特別講話，強

調克服新冠危機、實現經濟反

彈以及重啟朝鮮半島和平進程

等。此外，在提到即將於5月

21日舉行的韓美首腦會談時，

文在寅還表示，將借此機會進

一步鞏固韓美同盟關系。

文在寅尤其強調克服新冠

疫情，他表示，雖然韓國國民

尚未能回到日常生活，但與新

冠疫情的戰爭已開始出現曙光

，同時政府正在順利進行疫苗

引進及接種工作，並繼續為確

保更多疫苗作努力。

文在寅表示，在新冠疫情

下，經濟依然在快速增長，政

府將努力實現經濟大反彈，並

強調政府將積極采取擴張性財

政政策及內需刺激政策，以及

大力支持企業投資。文在寅將

工作崗位相關政策作為主要課

題，並表示完全經濟復蘇的終

點是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將

幫助受新冠疫情重創的小工商

業者克服困難。

在談到房地產問題時，文在

寅稱，將徹底防止投機行為，樹

立公正的房地產交易秩序。

另據韓媒報道，文在寅還

表示，美國拜登政府與韓方密

切協商，完成了對朝鮮政策研

討工作。未來一年將是實現朝

鮮半島不可逆轉的和平的寶貴

機會，目前正是將長時間思考

付諸行動的重要時刻。

在提到即將於5月21日舉行

的韓美首腦會談時，文在寅表示，

將借此機會進一步鞏固韓美同盟關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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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台灣最大電梯企業永大機電爆內線交易，
前董事長許作名等高層11日移送台北地檢署新聞，意外
受到關注，連 「宅神」朱學恆都在臉書分享。不過眾人關
注焦點不在案件本身，而是其中一名女子穿著低胸上衣現
身，超凶車頭燈迅速吸引目光，網友全歪樓： 「真不愧是
『永大』」、 「永大明明就是台灣車燈廠」、 「謝謝記者

、攝影大哥」。
永大機電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本公司對Hitachi集團擬公開收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
相關事宜說明」的重大訊息，揭露日立集團擬以每股60
元價格公開收購永大38.32％至88.32％股份。重訊公開前
，前董事長許作名等15人涉嫌利用本人或借用他人證券
帳戶，大量買進永大公司股票，各自獲利30至60萬不等
，涉犯《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11日移送北檢。

「宅神」朱學恆在臉書分享這則新聞：並寫道： 「苦
中作樂：這則明明很無聊的新聞為何點閱分享異常的高？
」。

原來在移送北檢的眾人中，一名長髮女子格外吸睛，
身材姣好的她穿著低胸上衣，超兇車頭燈比現場記者的閃
光燈還亮，讓人難以忽視。

這名女子叫做劉臻，檢方懷疑，建昇財稅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協理楊淑芬疑從永大財務部張經理處得知內線消息
後買股；楊淑芬再透過媳婦劉臻協助處理買股的提匯款業
務，劉臻起初被列為證人約談，但訊後改列被告移送地檢
署複訊。

網友們看到這則新聞忍不住熱烈回應： 「朱大，對於
車頭燈工業的財經新聞，也有涉略，佩服佩服！！」、
「不說我還以為是車頭燈龍頭內線交易呢」、 「永大明明

就是台灣車燈廠，永遠都請最大的」、 「我相信這間事業
做很大........看員工就知道」。

還有網友稱讚： 「謝謝記者、攝影大哥，一生平安、
快樂！」、 「來勢胸胸，想必胸有誠竹，果然是分散焦點
解決問題的。這篇是難得的-祝記者，攝影大哥，一路平
安快樂。致敬業」、

超凶車頭燈罕見現身北檢
永大內線交易案宅神也關注

（中央社）新北市長侯友宜前才正式向黑
幫宣戰 「掃黑現在才要開始」，新北市警方連
日來大力掃蕩幫派，昨(13日)又搗破以顏姓男子
為首的天道盟太陽會員山分會，多次在新北市
進行暴力討債，甚至聚眾砸店等，陸續拘提13
名嫌犯到案，並起出土製爆裂物等，訊後依組
織犯罪、槍砲彈藥刀械條例、妨害自由、恐嚇
、傷害等罪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警方獲報，天道盟太陽會員山分會顏姓男

子吸收多位年輕人入會，經常率眾在新北板橋
、海山、新莊、土城及中和等地區，以傷人、
毀損、妨害自由、聚眾滋事等方式暴力討債、
擾亂安寧、滋擾生事，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
的危害。

警方調查，以顏姓男子為首之幫派份子，
日前曾在新莊分局光華所鬧事遭移送法辦，經
專案小組獲知對方是已蒐報中對象後，立即彙
整該集團其他相關犯罪事證，報由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指揮檢察官向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及
核發拘票獲准，於昨(13)日上午拘提首惡份子到
案。

新莊分局與海山、新莊、土城分局及刑警
大隊等，經過數日蒐證後，持搜索票及拘票，
兵分多路共拘提13名犯嫌到案，並起獲土製爆
裂物、開山刀、球棒及幫會標誌等相關證物。
訊後依組織犯罪、槍砲彈藥刀械條例、妨害自
由、恐嚇、傷害等罪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新北警方雖投入大量警力進行防疫工作，
但為維護社會治安，仍持續強力打擊黑幫，一
波一波的掃，一個一個的抓，只要敢來新北市
鬧事的，警方有能力與信心，溯源刨根、斷絕
金流，一個都不放過，絕對給市民安居樂業的
生活環境。

新北警破獲天道盟太陽會員山分會
怒嗆：來一個抓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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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164
$100,000 VIP Cash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5

$5 5/17/21 11/13/21

2265
Tic Tac Snow            

Overall Odds are 1 in 4.54
$1 5/19/21 11/15/21

2235
Cowboy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2
$5 5/19/21 11/15/21

2236
Houston Texan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0
$5 5/19/21 11/15/21

2263
Money Multiplier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2
$5 5/19/21 11/15/21

2253
$200,000 Extrem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0

$5 5/31/21 1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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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新 聞 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4 ●責任編輯：李鴻培

疑隔離酒店遭菲律賓抵港鄰居傳染疑隔離酒店遭菲律賓抵港鄰居傳染 最少四代傳播最少四代傳播 1010人中招人中招
首宗流入社區並觸發變種病毒感染群組的調查工作再有突

破，疑似是該群組源頭的印度裔男子（個案 11643），經香港

理工大學的基因研究後發現，懷疑他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隔離

期間，被隔壁的 28歲菲律賓抵港男子（個案編號 11544）傳染變種病毒。印裔男之後感染菲裔女友

（個案11672）及其家人，而他女友的胞兄（個案11815）12日也確診。調查還發現其女友胞兄4月18

日在深水埗福榮街的寓所舉行播疫派對，同場3名菲傭以及菲傭僱主中招，傳染最少已經歷四代，共

10人染疫。

香港12日連續第五天沒有本地不明源頭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新增的兩宗個案包括一宗輸入及一宗有關連本地

個案，另錄得少於10宗初步確診個案。

印度漢女友胞兄確診
該宗有關連本地個案涉及一名42歲男病人，為印度男

（個案11643）的菲律賓裔女友（個案11672）之胞兄，於
中環置地太子大廈2樓Oliver's the Delicatessen任職售貨員，
最後上班日期為本月1日，其工作地點暫未有人確診。

該名胞兄的女友11日亦被驗出抗體，顯示她於近期
曾感染新冠肺炎。兩人曾在4月13日於柴灣興華（二）邨
豐興樓出席家庭聚會，出席者包括印度男與其女友，之後
該名胞兄 4月 18日在深水埗福榮街 37號的寓所舉行派
對，3名參與的菲傭同染變種病毒。（見表）

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及其團隊12
日表示，發現印度男身上帶有南非變種病毒B.1.351，流行
病學和基因排序結果均顯示他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隔離期
間，很大可能被隔鄰的28歲菲律賓抵港男子（個案編號
11544）感染，從而進一步將南非變種病毒 B.1.351傳播至社
區。

外傭次輪強檢預約額逾60萬
至於12日新增的其餘一宗確診個案屬輸入病例，為一

名44歲女外傭，4月19日從菲律賓乘搭航班5J272抵港，沒
有病徵，她於本月9日的樣本檢測結果為不確定，第二個樣

本才證實確診。
全港38萬名外傭的第二輪強制檢測計劃將於本周六開

展，並必須在本月30日前完成，但本周六前已接種兩劑新冠
疫苗的外傭，可以豁
免檢測。

香港特區政府發
言人表示，指定期間
可供預約檢測的名額
有超過60萬個，呼
籲僱主盡量安排讓外
傭平日在社區檢測中
心做檢測，並先行預
約，避免外傭集中於
周六、周日聚集排隊
接受檢測。

港府解釋，早前
確診變種病毒的印度
裔男子的菲裔女友
人，其密切接觸者
近日才確診，顯示
變種病毒株的潛伏
期有機會較長，要
求外傭接受第二次
強制檢測，是較為
保險的做法。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早
前以年老、有敏感為由拒絕接種新冠
疫苗的73歲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
12日在香港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
中心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第一劑復
必泰疫苗。他12日稱，自己作為醫
生期望以身作則，鼓勵更多市民接種
疫苗，早日達至群體免疫。

蔡堅稱，自己平日較少外出，亦
不需前往境外，故早前並未接種疫
苗，但考慮到近期社區出現變種病毒
感染，認為情況兇險有爆發可能，有

必要增強社區免疫，因此改變初衷接
種疫苗。

今年73歲的蔡堅患有輕微冠心
病、糖尿病、血壓高及膽固醇高等
多種慢性病，在檢查血糖、血壓及
心電圖後，評估自己的病情受控，
於是放心接種新冠疫苗。

他支持大規模接種疫苗，期望
以身作則吸引更多市民打針，是次
選擇接種復必泰疫苗因其數據較為
清晰，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此前亦
選擇接種該款疫苗，因此跟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炎疫情
緩和，港府早前宣布允許酒吧、卡拉OK、夜
總會等有條件復業，但業界仍然苦不堪言。香
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12日表示，業界已有
七成從業員接種疫苗，希望政府將娛樂場所與
食肆看齊，允許業界實施C類食肆條件經營，
而毋須顧客必須打針，否則相信多數酒吧只能
放棄酒吧批註，轉以食肆形式經營。
錢雋永在12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業界復業兩

星期以來沒有生意，連續兩個星期的周五、周六
都門可羅雀，然而重開後又被業主追租，同時需
要支付日常開支、員工薪金等，等同浪費資源，
直言“唔開好過開”。

他認為政府要求酒吧顧客亦須打針的政策

“離地”，對酒吧業界不公平，因為一些持有
食肆牌照的酒吧餐廳不受相關限制，生意暢
旺，又相信1,100個酒吧批註持有人中，有九成
會放棄批註，轉以食肆形式經營。

業界憂3個月內全線結業
錢雋永強調，業界已有七成從業員接種疫

苗，促請政府把娛樂場所與食肆看齊，允許業
界實施C類食肆條件經營，即所有員工接種疫
苗，客人使用“安心出行”，就可以6人一枱
並按牌照經營時間運作，讓業界能夠起死回
生，否則業界將會在3個月內全線結業。

酒吧負責人陸先生表示，自己在太子、九龍
城經營4家酒吧，雖然同樣有食物提供，但由於

持有酒吧批註而無法採用食肆限聚令條件。重開
後雖有熟客經過，但在得悉需接種疫苗才能光顧
便扭頭離開，而重開兩星期有一半時間零生意，
每天開店只能望天打卦，租金亦只能以按金扣
減。自己打算取消酒吧批註，但擔心申請未完成
審批，酒吧已經關門大吉。

香港卡拉OK同業協會召集人張小姐表示，
自己已經從事卡拉OK行業21年，經歷不少風
浪，重開首日收到多名客人預約，但通通因為客
人未有接種疫苗而告終，開業兩星期僅有三四名
客人，生意額僅千元（港元，下同）。

她指，經營卡拉OK每月需要逾千萬元成本，
包括租金、薪金等，但重開後生意仍然沒有增長，
只能縮減逾半人手減輕負擔，但仍等同虧本。

指變種病毒兇險
蔡堅改初衷撐接種

酒吧業盼准實施C類食肆條件經營

●酒吧業界促請政府把娛樂場所與食肆看齊，允許業界實
施C類食肆條件經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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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流行病學和基因
排序結果均顯示印度裔

男子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
隔離期間，很大可能被隔壁
的28歲菲律賓抵港男子
感染。圖為華美達酒

店。 資料圖片

變種毒群組變種毒群組““尋根尋根””揭印裔男非源頭揭印裔男非源頭

●香港文匯報4月22日A2版報道，
已指出香港檢疫酒店存在防疫漏洞。

香港文匯報PDF版面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AA88中國焦點
星期五       2021年5月14日       Friday, May 14, 2021 文 匯 要 聞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李鴻培 1

●13年前，

瑪 阿 雅

（左）在四

川山區旅行

時受傷、被

當地年輕人

蔣偉（右）

發 現 和 幫

助，最終在

多人攙扶下

徒 步 12 個

小時走到了

通車地帶。

網上圖片

瑪阿雅是汶川大地震的倖存者和親歷者。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

自治州汶川縣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當
時，瑪阿雅在四川山區旅行時受傷、幾近虛
脫，所幸被當地年輕人蔣偉發現和幫助，最
終在多人攙扶下徒步12個小時走到了通車地
帶，並得到了及時的醫治。

今年，在汶川大地震13周年紀念日前
夕，通過以色列駐成都總領事館的協助，
瑪阿雅和蔣偉通過視頻再次見面。5月11
日，以色列駐成都總領事潘立文現場向蔣
偉頒發獎牌，以表彰他當年英勇救人的善
舉。

相救12小時未能講多謝
“13年前，我下顎受傷說不了話。你攙

扶我的12個小時，我沒能和你交談一句。在
他們把我送上救護車的時候，我也沒有辦法
對你說一聲謝謝。”瑪阿雅說，這一直是她
心裏的遺憾。

當年，瑪阿雅在地震發生時被飛石擊中
下顎，不能說話、不能進食，連喝水都困
難，虛弱到無法行走，危在旦夕。

“她的頭上紮着一件T恤，用來臨時固定
住嚴重受傷的下巴。”蔣偉回憶說。當時，在
成都讀大學的蔣偉剛從學校趕回位於都江堰虹
口鄉的老家。在地震兩天後的清晨，他在小鎮
街頭發現了奄奄一息的瑪阿雅，當即決定護送
她到達有條件救治的地方。

最開始的6個小時是最艱難的，瑪阿雅
已經無法行走，只能靠蔣偉和另一個同行

的以色列女孩攙扶。這段上山路，蔣偉平
時只需要1個小時就能走到。

“我很怕當天走不出去，要在山上過
夜。”蔣偉說。在山體垮塌和餘震不斷的
情況下，露宿山頭非常危險。此外，因為
下了雨，山上路面濕滑，而他們要翻過兩
個山頭才能到達目的地。

為了防止瑪阿雅脫水，蔣偉用礦泉水
的蓋子一點一點給她餵水。

所幸，他們在路上遇到了更多的熱心
人。在中午抵達位於半山腰的老家時，蔣
偉的叔叔加入進來。後來，他們又在途中
遇到前來尋找瑪阿雅的以色列留學生。最
終，一行人趕在天黑前抵達通公路的地
方，一輛救護車接走了瑪阿雅。

“平民英雄”獲以色列政府頒獎
13年過去，瑪阿雅已經是3個孩子的母

親。今年4月，她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以色
列駐成都總領事館向汶川一所中學捐贈電
腦設備的消息，於是在這條消息下留言，
附上了自己的故事。

“每一個讀到這個故事的人都深受感
動。”潘立文說，他決定幫助瑪阿雅找到

蔣偉。
“在以色列諺語中，有這麼一

句話：救下一條生命，就相當於救
下了一個世界。我知道，在中國也
有這樣類似的表達：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屠。今天，我要把兩句話送給
蔣偉先生。”潘立文5月11日在總領
事館舉行的頒獎儀式上說。隨後，他
把刻着上述希伯來文和中文諺語的金
色獎牌頒發給蔣偉。

“我很開心看到瑪阿雅痊癒，並
且有了自己的家庭。”蔣偉告訴記者。
他覺得在當時的情景下，伸出援手是一
個理所當然的簡單決定。

他從沒跟自己的家人提過這段往
事。因為聽說以色列駐成都總領事計劃
登門拜訪，他才在幾天前把一張報道這
件事的舊報紙翻出來，遞給10歲的兒
子。

“我就像是一隻受傷的雛鳥，你用溫
暖又堅定的手呵護我、支持着我到達醫院
接受治療。”瑪阿雅說，“人類的友愛互
助可以跨越種族、超越語言，我的經歷就
是對這句話的最好詮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13年過去，以色列女士瑪阿雅仍無

法忘記那個在地震中救了她性命的

中國人。當面對電子屏幕、對着相

距5個時區的蔣偉笨拙地說出“謝

謝”二字時，她早已熱淚盈眶。

●5月11日，在以色列駐成都總領事館的幫助下，失去聯繫的蔣偉（右）和瑪阿雅（左）進行視頻連線。 網上圖片

“我如傷鳥 你來呵護”
汶川大地震13周年 以色列女士與當年救命恩人四川男子視訊重逢：

四
川
多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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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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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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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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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香港文匯報
記者方俊明報道，5月12日是第110個國際
護士節，全球護理界最受矚目的獎項、2021
年第48屆南丁格爾獎章的獲獎者名單公布，
其中有3名來自中國。

兩人去年曾援漢
據國際紅十字會網站，共有來自18個國

家的25名護士獲得南丁格爾獎章。其中，來
自中國的有3名女護士，分別是：廣州中山
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護理部主任成守珍、江西
省南昌市第九醫院護理部主任胡敏華、甘肅
省慶陽市人民醫院重症監護室護士長脫亞

莉。
據報道，成守珍還是廣東省護理學會理

事長。去年2月，武漢新冠疫情危急時刻，
她帶領131名醫療隊員奔赴武漢，收治最危
重的患者，奮戰了整整61天；隨後又主動請
戰，作為中國援塞醫療專家組中唯一的護士
出征塞爾維亞。

在去年抗擊新冠疫情中，脫亞莉毅然放
下正在重病治療的父母，以隊長的身份帶着
慶陽市第一批7名隊員出征武漢，後又主動
請纓支援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區重症病區。率
隊實現了慶陽援鄂隊員零感染、零投訴和零
事故。

來自江西的胡敏華從事臨床護理30餘
年，堅守抗愛滋病一線20年。她創辦艾友
“溫馨家園”，發展志願者1,000餘名，致力
於對愛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情感關懷和心理
疏導。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註冊
護士總數達到470多萬，比2015年增加146
萬，增幅達45%。中國每千人口註冊護士數
從2015年的2.37增加到2020年的3.35，全國
醫護比由 2015 年的 1 比 1.07 提高到 1 比
1.15，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護士超過70%，
護士隊伍學歷素質和專業服務能力不斷提
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13年前的
5月12日，一場震撼海內外的大地震讓汶川這
座城市深深銘刻在人們心中。13年來，四川不
斷加強地震災害風險防範，先後啟動了地震災
害風險普查和重點隱患排查工程、地震易發區
房屋設施加固工程、活斷層普查項目、地震烈
度速報和預警工程等重點建設工程，提升防震
減災綜合防範能力，築牢安全發展基礎。

2020年，四川省編印了《地震災害風險普
查實施方案》及任務清單，開啟了地震災害風
險普查試點工作。2021年1月，雅安市蘆山
縣、甘孜州康定市試點項目完成驗收。

2020年，四川省全面啟動地震易發區房屋
設施加固工程，擬對四川7個市（州）、37個
縣進行逐一排查鑒定，徹底摸清被納入工程範
圍的房戶數目，初步掌握各地加固工程基礎數
據，科學推進房屋設施加固改造工作，切實加
強地方抗震設防能力。

仍有大量房屋設施抗震能力不足
“當前四川地震災害風險防範形勢依然嚴

峻，高烈度區內仍有大量房屋設施的抗震能力
不足，部分人員密集型場所、重大基礎設施、
重要生命線工程抗震設防水平較低，存在一定
震害風險。”四川省地震局震害防禦處處長周
瑋指出，抓緊地震易發區房屋設施加固工程的
落實，旨在最大限度減少自然災害風險和損
失。

2018年7月，四川省啟動了“十三五”規
劃重點項目《四川省活斷層普查項目》，總投
資2.1億元人民幣，計劃於2022年完工。項目
內容包括四川省1:25萬活動斷層普查、1:5萬
活動斷層地質填圖、1:1萬城市活動斷層探
查，以及四川省活動斷層基礎數據庫建設4個
部分。

中國3護士獲南丁格爾獎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湖北、安
徽、江西、湖南、重慶五省（市）12日在武
漢簽署《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十年禁漁”聯
合執法合作協議》。協議明確了聯席會商制
度、執法聯絡員制度、聯合巡查機制、協作
共治機制、應急協同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等
內容。

加強跨界水域禁捕執法監管
協議要求，各方要從養護長江水生生物

資源、保障國家生態安全的高度出發，充分
發揮各自職能，強化工作聯繫和協調配合，
加強長江流域跨界水域禁捕執法監管，構建
齊抓共管的氛圍，形成打擊破壞漁業資源違
法犯罪的合力，務求禁漁工作取得成效。

湖北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書記、廳長吳祖
雲說，湖北東鄰安徽，南接江西、湖南，西
連重慶，在長江流域存在較多交界水域，這
些水域是禁捕工作的風險點、隱患點，也是
打擊非法捕撈的重難點、薄弱點，更是社會

各方面的關注點、聚焦點。交界水域一旦管
控不力，有可能成為非法捕撈的高發區，會
影響長江流域禁捕大局。

農業農村部長江辦主任馬毅說，希望五
省（市）禁捕工作專班以此次簽署聯合執法
合作協議為契機，牢抓禁漁執法監管，深化
執法合作，優化執法布局，實化執法措施，
提升執法水平，強化執法效果，樹立執法權
威，形成從“水裏”到“岸上”的工作合
力，築牢長江“十年禁漁”防線。

長江流域5省市啟“十年禁漁”聯合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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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乘地鐵“一碼通”
打通全國交通網主軸城市 促京津冀灣區長三角協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張帥 廣州、北京報道）全國

“一碼通行”又有新突破。5月12日起，廣州與北京的地鐵乘車碼實

現互聯互通，這也是繼與上海、重慶地鐵實現互聯互通後，廣州地鐵

在兩個月內與第三家城市軌道官方App打通“掃碼”功能。而之前，

北京與上海地鐵乘車二維碼也已打通。這意味着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

中三大主軸主要城市均實現地鐵乘車碼互通，推動區域軌道交通融合

共通，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區域、長三角地區協同發展。

據了解，此次廣州、北京地鐵乘車
碼互聯互通範圍涵蓋了廣州地

鐵、北京軌道交通運營的城市軌道交通
線路和車站。乘客使用廣州地鐵App或
億通行App，均可在廣州、北京兩地跨
城地鐵刷碼乘車。譬如乘客使用廣州地
鐵App搭乘北京軌道交通時，可切換至
北京軌道交通乘車頁，按照指引開通乘
車碼功能即可“刷碼”暢行北京軌道交
通。而目前支付渠道限於支付寶和微信
支付。

“北京和廣州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
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大國家戰略的核
心，其軌道交通規模及客運量水平均名
列前茅，城市間交往緊密。”廣州地鐵
有關負責人表示，在建設“交通強國”
國家戰略部署下，廣州、北京兩地城市
軌道交通通過互聯網技術攜手推動城市
軌道交通融合發展及票務共享，讓兩地
市民有了一張地鐵“通票”，不僅方便
兩地市民跨城交通出行、促進城市間綠
色出行，同時也對京津冀區域、粵港澳
大灣區協同發展，促進區域軌道交通融
合共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最近北京
加快與內地主要城市乘車互聯互通的布
局：去年12月、今年2月，北京與上海、
北京與天津分別實現地鐵乘車二維碼互聯
互通；加之今次與廣州地鐵乘車碼互通，
北京與內地交通路網規模大、日均客運量
多的城市基本實現跨城刷碼乘車。而廣州

此前也相繼與上海、重慶地鐵乘車碼實現
互聯互通。這也意味着國家綜合立體交通
網中三大主軸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廣州
實現地鐵“一碼互通”。

一App多用“解放”手機空間
北京市民鄭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上海、廣州是自己日常中出差最
多的地方。以前到這些地方，要麼需要
拖着行李去地鐵進站口買票，要麼得提
前在手機裏下載多個不同城市的乘車客
戶端‘備用’。北上廣地鐵乘車二維碼
實現互聯互通，可以跨城使用，既
‘解放’了手機內存，也給往來民眾
在出行細節上帶來便利。”

經常全國出差的旅客陸先生亦坦
言，現在內地越來越多城市推出乘車
二維碼，避免攜帶現金與交通卡，但
仍需下載不同城市的乘車碼App。而
像北上廣乘車碼互通後，只需將三市
相關App升級到最新版本即可，無需下
載、更換其他App，使得跨城地鐵出行
更便捷。他期待，類似的“一碼通行”
逐漸覆蓋全國城市以及更多的公共交通
領域。

廣州地鐵擬擴互通範疇
廣州地鐵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年內

還將繼續推動與其他區域地鐵乘車碼的
互聯互通，方便民眾異地搭乘城市軌道
交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部
長助理任鴻斌12日在國新辦
發布會上透露，作為中國唯
一面向中東歐國家的國家級
展會，今年6月8日到12日，
第二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博
覽會暨國際消費品博覽會將
在浙江寧波舉辦。截至目
前，已經有中東歐17國約300
家企業註冊參加。浙江省副
省長朱從玖表示，此次博覽
會最大的特點是緊扣中國－
中東歐領導人峰會確定的事
項，做好落地。此外，還將
首發義新歐中歐班列金華到
布達佩斯的新路線。

據悉，此次博覽會主題為
“構建新格局、共享新機
遇”。朱從玖表示，博覽會設
置了近20項重要活動，在經
貿、科技、健康、商協會等多
個領域全面推進與中東歐國家
的合作對接。其中，中國－中
東歐聯合商會第六次會議等8
項活動是領導人峰會提出的目
標任務的具體落地。

屆時，將發布系列的合作
成果。比如“絲路電商”發展
高峰論壇，將啟動中國－中東
歐國家電子商務的合作對話機
制，並發布“中國電子商務報
告（2020）”、中國－中東歐
國家地方合作高質量發展高
端智庫論壇將首發《中東歐
國家交通運輸國別報告
（2021）》。此外，全球
健康產業合作大會也將正
式啟動領導人峰會提出的
“中國－中東歐公眾健康
產業聯盟”等。
“我們還將在博覽會

期間首發義新歐中歐班列金
華到布達佩斯的新路線，推
動與中東歐國家物流設施的
聯通。”朱從玖稱，博覽會
設立了中東歐展、國際消費
品展、進口商品常年展，一
共三大展區，展覽的總面積
達到20萬平方米。“預計將
有兩千多家的參展商和來自
全國的六千餘家採購商報名
參加。”

廣州目前“一碼互通”連通城市（部分）
穗京

乘客只需手機上將“廣州地鐵App”或“北京億通行App”升級到最新版本
即可，無需下載、更換其他App；如使用“廣州地鐵App”搭乘北京軌道交通
時，可切換至北京軌道交通乘車頁，按照指引開通乘車碼功能即可“刷碼”暢
行。而目前支付渠道限於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穗滬

乘客可將“廣州地鐵App”或“上海Metro大都會App”升級到最新版本；如使用
“廣州地鐵App”時，可切換至上海地鐵乘車頁，按照指引開通乘車碼功能即可刷
碼暢行上海地鐵。同理，使用“上海Metro大都會App”則切換至廣州地鐵乘車頁
進行類似操作。

穗港

香港用戶只需打開手機上的港版支付寶“AlipayHK”，在首頁點擊進入
“跨境服務”，然後選擇乘車碼，點擊啟用“廣州羊城通”，確認

用戶協議並開通免密支付後，即可跳轉到乘車碼二維碼頁面，
只需手機刷碼付款就能不帶現金全線乘坐廣州公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1212日起日起，，廣州與北京的地廣州與北京的地
鐵乘車碼實現互聯互通鐵乘車碼實現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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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續多月高增長後，內地4月貨幣信貸及社會融

資增速均出現大幅回落並低於預期。據人民銀行12日

公布，4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47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3月減少1.26萬億元，同比少增2,293億元；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從3月份的3.34萬億元降至1.85萬

億元，比2020年同期少1.25萬億元。4月末廣義貨幣

（M2）增速降至8.1%創近一年半來最低。專家分析，

4月金融數據大幅回落主要受去年同期高基數的影響，

當前經濟增長基礎仍不牢靠，貨幣政策不適合轉向，

央行將釋放穩定市場預期的政策信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內地M2信貸社融增速大幅回落
經濟增長仍未牢靠 央行或釋放穩市場政策信號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王一鳴接受媒體訪問
表示，4月M2、社融增速回落，主要是因為

2020年貨幣政策發力比較早，2021年金融數據同
比增速在高基數基礎上有所回落。王一鳴認為，這
是正常的，從貸款、M2、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量
看，與正常年份相比都不少。從2020年、2021年
兩年平均看，4月末M2、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分別
為9.6%和11.9%，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企業經營好轉 融資需求減
王一鳴還認為，4月新增貸款比去年同期少

增，主要是因為去年4月份企業在疫情衝擊下經營
極為困難，自有資金嚴重不足，需要額外的融資支
持。而今年企業經營明顯好轉，一季度規模以上企
業利潤同比增長137.3%，企業流動資金相對充
裕，融資需求相應有所減少。同時，中長期貸款連
續14個月同比多增，表明企業預期持續改善，投
資意願增強，並將對下階段投資回升形成支撐。

高基數影響下，4月金融數據回落符合市場預
期趨勢，但下降幅度超預期，M2同比增速回到

“8”區間，社融增速降至12%以下。市場分析，
M2同比增速降幅較大，可能與繳稅及存款減少有
關。4月份人民幣存款減少7,252億元，同比多減2
萬億元。社融中除政府債券和股票融資外，其他項
目尤其是表外融資均同比少增，帶動社融增速走
低。招銀理財高級分析師陳鄭認為，央行如果不做
一些明顯動作的話，M2增速還會繼續下行。

專家：貨幣政策不宜轉向
對於當前貨幣政策，王一鳴認為，銀行體系流

動性保持合理充裕，市場利率平穩運行。從近期發布
的經濟數據可以看到，在貨幣政策有力支持下經濟繼
續保持穩中向好態勢。

二季度以來內地經濟繼續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貨幣政策調整的預期升溫，實際上，過去兩個月社
會融資餘額增速累計下降1.6個百分點，令市場感
受到貨幣融資收緊的趨勢，不過央行近期釋放穩定
市場預期的信號。在今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中，央行淡化“不急轉彎”，新增“保持經濟運
行在合理區間，使經濟在恢復中達到更高水平均

衡”、“把服務實體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珍惜
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等表示，透露貨幣政策總
量維穩的趨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
剛向記者表示，當前經濟增長的基礎仍然是不牢
靠的，貨幣政策不適合轉向。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發布今年一
季度銀行業保險業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第
一季度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6,143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上升2.4%。平均資
本利潤率為11.28%，較上季末上升1.8個百分
點。平均資產利潤率為0.91%，較上季末上升
0.1個百分點。

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基本穩定。一季度
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2.8萬億元，較上
季末增加 868 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
1.8%，較上季末下降0.04個百分點。商業銀
行正常貸款餘額151.8萬億元，其中正常類貸
款餘額148.1萬億元，關注類貸款餘額3.7萬億
元。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含外國銀行分
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63%，較上季
末下降0.09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11.91%，較上季末下降0.12個百分點；資本
充足率為14.51%，較上季末下降0.19個百分
點。季度末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329.6
萬億元，同比增長9%。

內地商業銀行
首季淨利潤增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
汽協12日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內地汽車產銷
分別完成223.4萬輛和225.2萬輛，環比下降
9.3%和10.8%，同比則增長6.3%和8.6%。今年
以來，全球車企“芯片荒”問題突顯，中汽協估
計芯片供應問題對內地汽車企業生產的影響可能
重點在二季度顯現，對車市發展保持審慎樂觀。

從細分車型來看，乘、商兩類車型產銷形
勢基本與行業保持一致。乘用車中，SUV單
月產銷大於轎車；商用車中，貨車銷量已接近
零增。新能源汽車產銷總體表現依然好於行
業，月度產銷分別為21.6萬輛和20.6萬輛，同
比分別增長1.6倍和1.8倍，均繼續刷新當月歷
史紀錄。不過據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公布的
數據顯示，特斯拉4月內地銷量為25,845輛，
環比下降27%，比3月的35,478輛下降了近萬
輛。但業內人士指出，二季度首月交付量降低
是市場規律。4月汽車出口量超過15萬輛，再
創歷史新高。1至4月汽車產銷分別完成858.6
萬輛和874.8萬輛，較2020年同比分別增長
53.4%和51.8%，較2019年同期分別增長2.1%
和4.5%。

中汽協：芯片荒影響本季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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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銀行公布，4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47萬億
元，社融規模增量降至1.85萬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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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公布的海量足跡，殺得
地方政府措手不及。台北市衛生局疾病管制科長余燦華說，看了
下午2點記者會才知情，目前消毒區域尚在確定，釐清後會通知
環保局前往消毒；另有市府幕僚抱怨，過往都會提早公布足跡給
地方，這次卻這麼晚才說，讓相關局處忙翻天。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3日一口氣公布5張手板、密密麻麻
確診者足跡，範圍從北到南，連在記者會現場採訪記者都抱怨看

不清楚。
新北市長侯友

宜昨在防疫記者
會表示，因新北
市大多數行政區
都有確診足跡行
經，今早 10 點

起到明早10點，展開24小時全市大清消，29個行政區都不放過
。侯也呼籲民眾動起來，包括商家、餐廳、百貨公司、小型超商
、公有市場等近2952處營業場所，都要自主做好清消工作，盼
大家落實、重視。

被公布的餐飲業者抱怨損失慘重，桃園市龍潭儷宴婚宴餐廳
陸姓執行長表示，昨早11時許才接獲通知，市府人員也已協助
內外消毒，得知消息後立馬請工作人員取消5月訂單，損失高達

上千桌，預計暫停營業至5月底。台中市沙鹿區金福華餐廳10名
員工目前正自我健康監測，預計監測至5月16日。

北市萬華茶藝館確診個案5月1日曾到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
參拜、中午在竹山丸滿餐廳用餐，南投縣衛生局已匡列餐廳員工
14人自我健康監測，竹山鎮公所清潔隊昨清晨6點就開始消毒。
個案5月7日隨進香團搭遊覽車停留在鹿港鎮竹安宮、芳苑鄉普
天宮，兩廟都二度擴大消毒，彰化縣衛生局昨匡列接觸者72人
，全數安排到醫院採檢。

竹安宮神明也降旨，曰 「不可自驚之」，指示短時間不要出
門參香，但只要做好防疫，不必過度驚嚇。

嘉義縣新港奉天宮昨決定停駕新港南港水仙宮後，提早3天
結束遶境，董事長何達煌表示，已向媽祖擲筊請示，回駕奉天宮
後將設置5日天台，向上蒼祈求疫情減緩。

（中央社）新冠肺炎疫情擴大警戒升級，眼見6月
初各大學紛紛將舉辦畢業典禮，各大學考量防疫畢業典
禮均縮小規模，採線上視訊方式辦理。元智大學採取線
上預錄影片首播方式，中央大學則限教務處所持撥穗代
表名單進入大禮堂參加，各院團體拍照取消，學生及家
長可於當日線上觀禮，中原大學考量疫情嚴峻決定停辦
畢業典禮。

台灣師範大學表明將以百人規模辦理；清華大學宣
布縮小本學年度畢業典禮，預計在5月29日上午研究生
場與大學部場合併辦理，可進場者採分批進場，場內人
數控制在100人以內，全程線上轉播，供未能入場的畢
業生及家長觀看。陽明交大交大校區預計6月5日舉辦
畢業典禮，是否縮小或改變畢典流程？校方表示目前正
研議中，將視疫情發展，再行調整應變方案。

東海大學、亞洲大學今年畢業典禮都改為畢業生線
上參加，典禮會場只開放重要獎項的得獎代表、頒獎人
、勉勵貴賓及正冠師生進入，並將與會人數限制在室內
100人以下。亞洲大學同時開放各學院以班為單位重新
規畫小型畢典，東海各系畢典在百人以下仍由各系自行
決定。

台中教育大學則表示，目前學校已決定取消5月29
日的校級畢業典禮，並提前從5月23日起在校園內規畫
畢業裝置藝術，以 「畢業周」型態舉辦，29日當天則由
各系所自行舉辦百人以下小型畢典。國立中興大學則表
示，今天將召開防疫會議，討論防疫與畢典相關事宜。

台大畢業典禮預計將在6月5日舉行，校方指出，
典禮規模與舉辦方式還在研議中。

板橋某國中傳學生確診
兩班級54人今停課

（中央社）我國昨共新增12例境外移入個案，其中有6人又
是從印度返台班機中檢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該班機
目前應採的104人全數採檢完畢，共出現12例陽性、82人陰性，
還有10人檢驗中；至於病毒基因定序結果，則尚未出爐。

指揮中心表示，新增境外移入案1239至案1244為5名本國
籍與1名印度籍，為5男1女，年齡介於20多歲至30多歲，今年
3月至印度工作，5月11日返台，皆持有搭機前3日內檢驗陰性
報告，入境後至集中檢疫所檢疫，同日進行採檢後確診，6名個

案的同班機旅客17人則持續於集中檢疫所隔離。
至於其餘6名新增個案則包含自菲律賓、烏干達入境的個案

，其中案1233至案1236為菲律賓籍20餘歲男性移工，今年4月
20日來台工作，持有搭機前3日內檢驗陰性報告、入境後至集中
檢疫所檢疫，5月3日檢疫期滿前採檢結果為陰性。

指揮中心表示，4人檢疫期滿後由公司安排至宿舍自主健康
管理，因工作需要，5月11日至醫院自費採檢，於昨日確診，但
4人在台期間並無症狀，目前已匡列接觸者41人，其中2人列居

家隔離，39人列自我健康監測。
另案1237為本國籍40多歲男性，2019年11月至烏干達工作

，今年4月16日返台，持有搭機前3日內檢驗陰性報告，入境後
至防疫旅館檢疫，期間並無症狀；5月11日因發燒、喉嚨痛及嗅
覺異常，至醫院就醫採檢，於昨日確診。案1238則為菲律賓籍
30餘歲女性，4月28日來台工作，持有搭機前3日內檢驗陰性報
告、入境後至集中檢疫所檢疫，5月11日進行檢疫期滿前採檢，
於昨日確診。

境外移入＋12 印度返台累計12例

北市抱怨太晚說
新北全市大消毒

（中央社）五股獅子會前會長1傳19風暴持續，現任會長12
日晚間陸續向會員表示 「要去當兵了」疑似染疫，他昨受訪低調
表示，現在狀態很無聊，是否確診待中央疫情中心宣布；另外五
股某里長染疫前曾參與百人母親節活動、某國小的志工感恩餐會
，疑似確診者遍地開花，引發地方人心惶惶。

被稱超級傳播者 醫：不符合
獅子會群聚的指標個案，前五股分會會長案1203的相關接

觸者，昨天又增加9名確診者，根據指揮中心公布，案1203確診
以後，19人接續確診，引發群聚，獅子會群聚已達20人，是疫
情自去年爆發以來，影響人數最多的一位，該群聚足跡範圍也是
有史以來最複雜。

但案1203是否為超級傳播者？中國附醫感染管制中心副院
長黃高彬表示，所謂超級傳播者是指病毒量很高的人，不需要過
於親密的距離，就可以傳給許多人，但這名指標個案社交生活頻

繁，且習慣和他人勾肩搭背，社交距離極近，目前看來並不符合
超級傳播者定義。

現任會長證實每天都會發訊息向確診者、會員給予鼓勵，至
於傳出 「換他要進去當兵了」是否為確診？他回應， 「待中央疫
情中心公布，我只能透露我現在狀態很無聊。」

某染疫里長 曾參加百人活動
五股區某里長昨傳出確診，他6日與獅子會成員聚餐後，8

日出席學校舉辦的志工隊感恩餐會，9日再出席里內的母親節活
動，吸引百名婆媽參加，直到獅子會前會長11日確診後，該里
長也被匡列並發現染疫。該國小昨緊急停辦校內學生表演及競賽
，曾與里長接觸的新北議員宋明宗、王威元立即採檢，結果為陰
性，新北市議會也展開消毒。

桃園市某國小小六及小一的姊妹是新北獅子會群聚確診者的
女兒，12日起居家隔離，13日姊姊疑似確診，妹妹一採陰，為

求慎重，全校緊急停課到5月28日，已匡列55名學生及18位教
師居家隔離，其餘師生則是自主健康管理。姊妹就讀的補習班也
比照學校停課，並匡列34人居家隔離。

桃園1國小停課 1幼園停班
桃園還有1個停班的私立幼兒園是父親為小孩請假時，園方

詢問原因，才驚覺家長確診，雖然小孩採檢是陰性，但保險起見
，該班約20多人仍停課7天。

另12日晚有1名住在桃園防疫旅館的男性出現疑似症狀，送
醫採檢確診。敬鵬公司昨發布重訊，指桃園廠有1名確診員工，
不過記者致電廠方求證，廠方說不知情，環保局則表示未接獲消
毒通知。

基隆市消防局前天下午接獲通報，某女子出現發燒症狀，與
案1217居住在同一社區、大樓，外傳是1217的姊姊，目前送醫
採檢結果為陰性。

1傳19創新高 各地紛傳確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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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700700斤藍鰭金槍魚上演斤藍鰭金槍魚上演““開魚秀開魚秀””

海南海口海南海口，，在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遊艇展中在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遊艇展中，，上演一場上演一場““開魚秀開魚秀”。”。
據悉據悉，，這條藍鰭金槍魚重約這條藍鰭金槍魚重約700700斤斤，，系日前由海南漁民在南海海域捕獲系日前由海南漁民在南海海域捕獲。。最最
終終，，金槍魚按照部位被分割出售金槍魚按照部位被分割出售，，總計成交價約總計成交價約3636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瀕危物種山地紫羚幼崽亮相波蘭華沙動物園瀕危物種山地紫羚幼崽亮相波蘭華沙動物園

波蘭華沙波蘭華沙，，華沙動物園內增添新成員華沙動物園內增添新成員，，一頭新生的山地紫羚幼崽一頭新生的山地紫羚幼崽。。
小家夥一直依偎在媽媽的身邊小家夥一直依偎在媽媽的身邊，，害羞可愛害羞可愛。。紫羚是非洲森林羚羊中最大紫羚是非洲森林羚羊中最大
的一種的一種，，主要生活在非洲茂密的叢林中主要生活在非洲茂密的叢林中。。其東部亞種山地紫羚只生活在其東部亞種山地紫羚只生活在
肯尼亞中部偏遠地區肯尼亞中部偏遠地區，，因為數量稀少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因為數量稀少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紅色名紅色名
錄錄””的極度瀕危物種的極度瀕危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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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羅馬意大利羅馬，，人們從人們從““Mr. GoMr. Go””披薩自動販賣機買披薩披薩自動販賣機買披薩。。近日近日
，，一臺可以全天候工作的披薩制作機現身羅馬一臺可以全天候工作的披薩制作機現身羅馬。。該機器可以容納多該機器可以容納多
達達100100個披薩面團個披薩面團，，還可以由技術人員隨時補充還可以由技術人員隨時補充。。顧客投錢後顧客投錢後，，可可
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口味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口味，，機器只需三分鐘就能做出一張披薩機器只需三分鐘就能做出一張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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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聖安東尼台灣同鄉會 5 月 8 日上午於 Landa
Park舉辦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健行活動，號
召僑胞以健走方式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活動吸引百餘位僑胞熱情參與，休士頓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也到
場共襄盛舉。

當天上午氣候相當涼爽，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一
起參加，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也提前歡慶母親節
。同鄉會會長僑務顧問羅唯嘉感謝鄉親參與，希望
透過本活動，宣揚臺灣防疫成果，吸引主流社會注
意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訴求，爭取美國民間認同
及支持。陳奕芳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及駐
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感謝僑胞們心繫台灣，以
健走方式聲援台灣。

鄉親們在公園懸掛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布條，身著印有 「Taiwan can help」 的臺灣黑熊圖
像T恤齊步健走，吸引許多當地主流民眾目光。主
辦單位更別出心裁，於公園發放貼有 「Taiwan can
help」 標語的珍珠奶茶及台灣防疫成就文宣，讓主
流民眾品嘗台灣美食之餘，能進一步認識台灣、支
持台灣。

聖安東尼僑胞熱情健走聖安東尼僑胞熱情健走
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孟敏寬表示救助協會將視需要再辦類似講座孟敏寬表示救助協會將視需要再辦類似講座。。

達福急難救助協會助旅外國人達福急難救助協會助旅外國人
因應亞裔仇恨犯罪因應亞裔仇恨犯罪

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5月
6日晚間舉行線上專題演講，邀
請在Plano市政府服務的防護專
家劉援主講「面對仇恨犯罪如何
做自我安全保護」，協助旅外國
人因應全美近期掀起的仇恨亞裔
情緒，妥善保護自己及家人的安
全。包括僑務委員陳世修及劉秀
美等近百位美南地區的僑胞僑領
視訊聆聽。

活動由救助協會副會長張志
榮僑務促進委員主持，會長孟敏
寬僑務諮詢委員致詞時說明辦理
演講的立意，也表示未來將針對
反亞裔趨勢辦理必要講座。休士
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
也偕同副主任楊容清上線致意；

她表示，美國亞裔族群向來行為
低調、奉獻社會，不挑釁，不招
搖，但面對反亞裔事件一再發生
，旅外國人及僑胞務需因應自保
。

劉援首先界定「歧視」的定
義，以及各類言語侮辱或脫序、
暴力行為是否構成「仇恨犯罪」
(hate crime)?是否適合向警局報
案？她建議線上聽眾，居家設置
安全措施，個人在外保持警覺，
天黑盡量不要單獨外出；一旦發
現任何可疑的人、事及行為務必
儘速報警。她強調，亞裔社區守
望相助非常重要，可藉由互助團
結有效遏止仇恨犯罪，進一步保
障社區的安全。

健行民眾扶老攜幼集合出發健行民眾扶老攜幼集合出發
陳奕芳陳奕芳、、楊容清向健行民眾致意楊容清向健行民眾致意

劉援說明如何因應仇恨犯罪劉援說明如何因應仇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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