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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聯合國17日綜合外電
報導】美國今天阻止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通過聯合聲明，聲明中呼籲中止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暴亂，並保
護平民。這是美國1週來第3次阻止
這項聲明過關。

由中國、突尼西亞和挪威起草的
聲明是在昨晚提交安理會，預定由15
個理事國今天通過。目前以色列戰機
持續攻擊加薩地區，近一週來的暴亂
已造成200多人喪生。

一名外交官告訴記者，美國暗示
， 「目前無法支持安理會的表態」 。

記者取得的聲明呼籲： 「緩和情

勢，中止暴亂並遵守國際人道法律，
包括保護平民，特別是兒童。」

聲明中表示安理會對加薩危機的
「深切關注」 以及對巴勒斯坦家庭可
能被逐出東耶路撒冷家園的 「嚴重關
切」 ，同時反對可能會使緊張加劇的
「片面行動」 。

聲明歡迎國際間採取行動以緩和
情勢，但未提及美國；並重申安理會
支持透過協商達成兩國並存的解決方
案，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在
「安全且獲得承認的邊界內和平共存
」 。

美再次阻撓美再次阻撓 安理會無法通過以巴衝突聲明安理會無法通過以巴衝突聲明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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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early 70’s when my
wife and I were graduate
students at Lamar Universi-
ty in Beaumont, Texas, this
was the city where we
spent our college life many
years ago.

We started our journey from
Houston through Interstate
10 and Highway 90. After
we passed Dayton, we ap-
proached the City of Beau-
mont.

During World War II a small
camp was built for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who were
detailed near Beaumont
from the larger camp in
Huntsville in Walker Coun-

ty, Texas.

In 1999 Disney celebrated
the movie release of “Mu-
lan” in Texas. They built a
miniature version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on the
school football field.

When we passed this very
peaceful town we saw a
beautiful park and school.

People living in Beaumont
offer resident a rural feel
and most people own their
homes. Many retirees live
here tend to lean towards
peaceful and conservative.

0505//1717//20212021

Beaumont,Beaumont,
Texas We Are Coming BackTexas We Are Coming Back

七十年代初期，我們來到德
州東部博孟市州立拉馬大學上硏
究院碩士班， 畢業後就很少回來
，一直到今天才踏上回校之路。

沿著州際十號公路，從休斯
敦東行一小時車程，途經一片無
際的大平原，看見油田和稻田，
佈滿各型穀倉，穿越大地的鐵路
車廂長龍，我們知道這是美國能
源重地和稻米產地。

當我靠近小鎮時，若大的小
鎮標誌「博孟」出現在眼前，當
車子慢行下來時，斗大的拉馬大
學標字十分醒目， 數十年前之大
學往事歷歷在目，图書舘大樓仍
然聳立如初，校園遍開的州花依
然耀眼奪目。

這個小鎮曾經在二次大戰期
間設置了集中營，監拘德國战犯
，也曾經為慶祝好萊塢拍攝木蘭
影片，在小鎮的小學校搭建長城
模型，慶祝影片之誕生。

早在一七五〇年代，法國商
人就路經此地到全美各地经商
， 到了一八五〇年後，美國內
戰時也成了主要運送軍人之通路
。

今午我穿過這寧靜悠閒而富
裕的美國小鎮，猶如穿過光隂的
遂道，住在這裡的镇民們，也許
並不太瞭解外界局勢之發展，她
們仍然以爽朗笑聲迎來到訪的遊
客，小鎮上真沒有那麼多煩心之
事?

返母校德州小鎮返母校德州小鎮 --博孟博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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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新德裏電視臺

(NDTV)報道，印度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蔓延，醫院面臨氧氣和床位

嚴重短缺，太平間和火葬場人滿

為患。近日，印度警方表示，在

北方邦巴格帕特，有 7人因從當

地火葬場偷走新冠死者的衣服，

遭到逮捕。

據報道，當地警方表示，他們

接到投訴稱，有人從火葬場偷走衣

服和物品。當地人聲稱，一些布料

經銷商也參與其中，他們將被盜物

品洗凈後，貼上標簽再次售出。

當地警方對此進行了突擊搜

查，發現了數百件這樣的商品。警

方表示，被追回的物品包括520件

裹屍布、140件襯衫、52條紗麗和

其他衣物，均來自新冠死者。

警方還發現，當地一些布料經

銷商為偷盜者提供每天300盧比的

酬勞。

報道稱，被逮捕的人中有3人

來自同一家庭，是當地的布料經銷

商，他們進行類似的盜竊活動已經

有10年之久。

印度衛生當局表示，該國單

日新增 329942 例確診病例，新增

3876人死亡，累計確診超2299萬

人，近25萬人死亡。專家表示，

印度新冠的實際數字可能比官方

統計的更高。

泰國監獄2800多名囚犯確診
曼谷醫院外疫苗接種點啟用
綜合報導 泰國懲教署對外公布，泰國中

央女子監獄內有1040名犯人感染新冠肺炎，曼

谷特別監獄內則發現有1795名犯人確診，這2

座監獄目前共有2835例確診病例。

據稱，中央女子監獄現有4500多名犯人

，曼谷特別監獄則有3200多名犯人。

懲教署表示，目前所有確診患者均已入

住方艙醫院，由醫護人員看護治療。相關監

獄也已加強防疫措施。

泰國自4月初開始暴發的第三波疫情愈

演愈烈，確診人數和死亡病例不斷升高。泰

國政府期望通過接種新冠疫苗實現群體免疫

，目前正在加緊現有疫苗接種，並表示6月

開始將會陸續接收大批量疫苗，展開大規模

接種工作。

5月12日，曼谷首個醫院外接種點——

拉拋尚泰廣場開啟了首日疫苗接種工作。該

接種點交通方便，主要為附近區域民眾服務

，有關醫院派出醫護人員為民眾接種。

當天，泰國總理巴育、副總理兼衛生部

長阿努廷、曼谷市市長阿薩雲等一同視察了該

疫苗接種點。巴育表示，泰國政府已將接種新

冠肺炎疫苗作為國家議程的一部分，使其成為

泰國目前的首要任務。他強調，讓每個人都接

種疫苗、達到群體免疫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和

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的唯一途徑。

巴育敦促泰國民眾積極接種疫苗，不要

猶豫。他表示，在泰國接種的所有疫苗都是

安全的，都經過了衛生部的測試和批準。

“泰國是大家的泰國，只有每個人都安全，

泰國才會真正安全。”他說。

據介紹，曼谷市政府將在全市開設25個

院外疫苗接種點，預計每個接種點每天可為

1000至3000人接種疫苗。

中國駐印尼大使：中印尼合作前景可期
綜合報導 中國駐印尼大使肖千

12日在《印尼媒體報》發表《中國

經濟持續向好，中印尼合作前景可

期》署名文章稱，中國將同印尼一

道，共享經濟發展紅利，攜手創造

兩國更加美好的未來。

文章說，去年來，面對新冠疫情

擴散和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等多重沖

擊，中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經濟企穩回升，成為全球唯一實

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今年來

，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

文章以詳實數據介紹了今年來中

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就業形勢總體

穩定、工業產銷增長加快、新興動能

蓬勃發展、市場活力持續釋放、消費

需求逐步回暖6個方面的情況。

文章指出，當前全球疫情和世

界經濟仍存在不確定、不穩定性，

中國經濟發展仍面臨不少挑戰。中

國將把握宏觀調控節奏力度，加速

推進新冠疫苗免費接種工作；強化

就業優先政策，加強對農民工、高

校畢業生等就業幫扶；運用更多公平

普惠政策加大對市場主體的支持，落

實和優化對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

的減稅政策；持續改善消費環境，

推動互聯網和各類消費業態深度融

合；紮實推進新型基礎設施、新型

城鎮化、重大交通水利工程建設；

積極開展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加

強汙染防治和生態建設，全面提高

資源利用效率等。

文章介紹說，國際社會對中國經

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近期，世界銀

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2021年

經濟增速預期分別上調至8.1%和8.4%

。經合組織預測，2021年中國對全球

經濟增長貢獻率將超過三分之一。

文章說，中印尼互為重要經貿夥

伴，經濟互補性強，產業鏈供應鏈深

度融合，中國經濟持續向好有利於擴

大中印尼經貿合作。2020年，中印尼

雙邊貿易額達783.7億美元，中國自印

尼進口同比增長10.13%，兩國貿易更

加平衡；中國對印尼直接投資達20億

美元，同比增長86.5%。中印尼經貿

合作為雙方克服疫情對經濟負面影響

作出了積極貢獻。

文章最後說，當前，兩國都處

於國家發展振興的關鍵階段，中國

願繼續同印尼一道，加強疫情防控

和經濟復蘇合作，共享發展紅利，

攜手創造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

韓“世越號”特別檢察組成立
將調查是否偽造證據等問題

綜合報導 調查“世越號”沈船事

故相關疑惑的李賢珠特別檢察組結束

為期20天的籌備工作，13日正式揭牌

成立。

特別檢察組首先與“世越號”事

故遇難者遺屬進行面談。李賢珠當天

在結束揭牌儀式後，在特別檢察組辦

公室與遺屬代表見面，聽取他們對查

明真相的要求。

14日，李賢珠將同5名派遣檢察官

舉行首次會議，討論今後的調查方向

等事宜。特別檢察組已接手社會慘案

特別調查委員會的調查記錄，並要求

檢方移交相關記錄。

特別檢察組的調查對象包括是否

存在偽造“世越號”上監控器畫面等

沈船事故證據，以及其他各種疑惑，

目前特別檢察組正竭力配備數據恢復

專家和相關設備。

據報道，特別檢察組從13日起將

進行為期60天的調查，必要時可在獲

總統批準後再延長30天。

英國超英國超20002000萬人完成疫苗接種萬人完成疫苗接種
日本約七成不滿政府疫情應對日本約七成不滿政府疫情應對

【綜合報道】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截至歐洲中
部時間 16 日 15 時 02 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較前一日增加
658585例，累計達到162177376例；死亡病例增加12034例，累
計達到3364178例。
另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
間17日9時20分，全球累計確診病例為162768855例，累計死亡
病例3374593例。
美洲：美國累計確診近3295萬例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
診病例近3295萬例，達32940229例，其中死亡585967例。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16日參加電視
節目時表示，新口罩指南並不代表允許大範圍摘掉口罩，未接種
疫苗者應繼續佩戴口罩或接種疫苗。

美疾控中心13日發布指南，不再建議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者參加室內和室外活動時戴口罩。不過，瓦倫斯基和其他美國衛
生官員均強調，指南建議執行與否取決於自身，如果完成接種的
民眾想要繼續佩戴口罩也可以。

據巴西衛生部16日晚通報，該國累計確診病例15627475例
，較前一日新增40941例；累計死亡病例435751例，較前一日新
增1036例。
歐洲：英國超2000萬人完成接種

法國16日通報重症監護室內新冠肺炎患者為4255人，比前
一日減少16人，已連續第13天呈下降趨勢。官方數據顯示，法
國當天新增確診13948例，比前一日15685例有所下降。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法國累計超593萬人
確診。

英國首相約翰遜16日在其個人社交媒體上表示，英國
已有2000萬人完成兩針新冠疫苗接種。 “我想要感謝所有
的人，參與了這場了不起的拯救生命計劃，請繼續積極接
種。”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英國目
前累計確診超446萬例，其中死亡超12.7萬例。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16日公佈新增確診
8500人。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晚，德
國累計確診已突破360萬例，其中死亡超8.6萬例。德國已
累計接種3940萬劑次疫苗，906萬人實現完全接種。德國
總統施泰因邁爾當天呼籲人們重視新冠疫情給社會造成的
裂痕，並努力彌合這些裂痕。
亞洲：日本民調約七成不滿政府疫情應對

共同社16日公佈的日本全國電話輿論調查結果顯示，
關於政府的新冠疫情應對，回答稱“不予好評”的比例達到
71.5%，“給予好評”佔比25.2%。對於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85.0%的受訪者認為 “緩慢”。

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長凱傑里瓦爾16日宣布，將新德里
目前採取的“封城”措施再延長一周至24日。這是新德里第四
次延長“封城”措施。印度衛生部16日公佈的疫情數據顯示，
印度較前一日新增確診病例311170例，累計確診24684007例；
新增死亡4077例，累計死亡270284例。

據路透社報導，泰國17日報告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創新高，

達9635例，其中6853例為監獄內囚犯聚集感染，累計確診隨之
升至111082例。泰國目前已向一線工作者和高風險人群發放220
萬劑新冠肺炎疫苗。

新加坡教育部16日發佈公告稱，因至少7所小學出現確診病
例，新加坡小學將從本月19日至28日轉為居家教學。教育部稱
，發生感染的場所不僅有學校，還有學生課後補習中心。
非洲：新冠死亡病例超12.6萬例

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
16 日 8 時，非洲累計確診病例達 4684638 例，累計死亡病例
126138例，累計康復病例4238692例。

伊朗大選｜近六百人登記誰將獲參選資格伊朗大選｜近六百人登記誰將獲參選資格？？
【綜合報道】伊朗第13屆總統選舉報名登記結束，共有近600人登記參選。其中，熱門總統

人選包括伊朗司法總監萊西（Ebrahim Raisi）、伊朗伊斯蘭議會前議長拉里賈尼（Ali Larijani）、
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現任第一副總統賈漢吉里（Eshaq Jah-
angiri）、伊朗前首席核談判代表賈利利（Saeed Jalili）等人。

伊朗《金融論壇報》5月16日報導指出，為期五天的總統選舉報名登記結束後，伊朗憲法監
護委員會將作篩選，並發布最終候選人名單。根據資料，2017年伊朗總統選舉有1636人登記參選
，最終6人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資格審查。

《金融論壇報》指出，萊西、拉里賈尼、賈漢吉里等人是呼聲較高的候選人。法新社（AFP
）、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媒體認為，萊西與拉里賈尼呼聲最高，且二人政治立場均傾向保守
派。現任總統、改革派政治人物魯哈尼因已連續任職兩屆總統，無法參加本屆總統選舉。

誰能佔上風？
據央視新聞引述伊朗官方媒體伊通社報導，2021年總統選舉共有592人報名，其中552名男性

、40名女性。據了解，2009年、2013年和2017年伊朗總統大選分別有476人、686人和1636人報
名。

眾多候選人中，呼聲最高的萊西和拉里賈尼均為保守派。據《金融論壇報》報導，萊西是第
二次參選。 2017年總統選舉中，萊西輸給了當時尋求連任的現總統、改革派人物魯哈尼。萊西15
日強調，他是“獨立候選人”，將為實現國家行政管理變革而努力，並與貧困、腐敗、屈辱和歧
視作鬥爭。

法新社報導指出，萊西被視為今年保守派陣營的主要人物。萊西在司法系統履歷豐富。他擁
有什葉派宗教頭銜“霍賈特伊斯蘭”，這一頭銜在什葉派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中排位較高。萊西
也是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學生，與其關係密切。美聯社指出，萊西已通過反腐敗口號和動員
積累了大量人氣。保守派的兩大主要政治聯盟已表態支持萊西。

另一位呼聲較高的保守派候選人拉里賈尼與哈梅內伊關係也較為密切，是後者的顧問。拉里
賈尼也曾於2005年參與總統選舉，當時的獲勝者是強硬保守派內賈德。儘管拉里賈尼持保守派立
場，但他支持2015年達成的伊核協議，認為該協議可以讓伊朗免受制裁。因此拉里賈尼被視為溫
和保守派，他與魯哈尼等改革派的關係也較融洽。

除了兩位保守派大員，此次總統選舉還有6名軍方人士參選。伊朗媒體指出，外界擔心軍方
在伊朗政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魯哈尼等改革派也對此感到不滿。

前總統內賈德再度登記參選也引起關注。內賈德也曾試圖參與2017年總統選舉，但未能獲得
參選資格。

應對“來勢洶洶”的萊西以及存在感創新高的軍方人士，拉里賈尼公開“挖苦”說，經濟既
不是練兵、也不是法院業務，不能靠“吼叫”和“命令”來管理。伊朗《團結報》稱，拉里賈尼
有希望團結溫和保守派和改革派，也能得到宗教界支持。

另據《金融論壇報》報導，登記參選者中也有持改革派立場的政治人物。但多方聲音指出，
他們的聲勢不如保守派大。魯哈尼第二任期內，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重新對伊朗施加
製裁，這讓伊朗改革派聲勢減弱。 2021年總統選舉中，改革派標誌性人物魯哈尼無法參選，呼聲
較高的溫和派人物、現任外長扎里夫已宣布不會參加。 4月底，扎里夫一段採訪錄音流出，他批
評了去年遭美軍暗殺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認為革命衛隊對伊朗外
交政策影響太大。此事引起輿論嘩然，被認為影響了改革派與溫和派的政治聲望。

綜合各方報導，伊朗核問題談判和伊朗經濟是影響2021年總統選舉的主要議題。總部位於美
國的中東政治新聞網站Al-Monitor 12日報導稱，美伊的談判進程將對伊朗總統選舉產生影響。如
果美伊兩國近日在維也納的談判能在取消對伊制裁、重啟核協議等問題上取得積極進展，改革派
將獲益；反之，保守派會更顯優勢。另外，因巴以沖突加劇，這可能導致保守派試圖推動伊朗在
對以色列問題上持更強硬立場，這也可能會影響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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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疫情警戒級別
從4級降至3級

綜合報導 根據英國首席醫療官及專家的建議，10日英國新冠疫情

警戒級別從4級降至3級。

由於疫苗接種計劃和封鎖限制緩解了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壓

力，新冠病毒傳播率不再持續高速或呈指數級上升。英國英格蘭、蘇格

蘭、北愛爾蘭和威爾士首席醫療官，與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國

家醫療總監斯蒂芬· 鮑伊斯(Stephen Powis)共同作出此降級決定。在宣布

該決定的共同聲明中，專家們表示，“感謝英國公眾在遵守社交隔離方

面所作出的努力，以及逐步顯現出的疫苗接種計劃的影響，使新增病例

數、死亡人數和因新冠病毒住院的壓力一直在下降。”

今年1月初新冠疫情高峰期，NHS不堪重負，英國新冠病毒警戒調

升至最高級別5級。至今年2月下旬，隨著確診病例數、住院人數和死

亡人數開始下降，警戒級別降至4級。

英國牛津大學醫學教授約翰· 貝爾爵士(Sir John Bell)表示，英國目

前應繼續放寬限制，使人們能夠“嘗試恢復正常生活”。

據悉，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將在5月17日正式宣布進一步解除

封鎖措施，包括允許電影院、酒店和民宿重新開業，酒吧和餐館也提供

室內服務，允許更多人數的室內聚會甚至擁抱。

一位政府科學顧問表示，即使指導意見確實允許擁抱等身體接觸，

但也應該是選擇性的、簡短的，依然需要避免面對面的近距離接觸，以

將傳染風險降至最低。

斯蒂芬· 鮑伊斯表示，盡管病毒仍在廣泛傳播，但傳染率下降了很

多。“我們需要做的是保持警惕，繼續遵循指導方針，積極配合接種新

冠疫苗。而且每個人都應接種兩劑，這一點非常重要。”

10日，英國已經註射了超過5300萬劑新冠肺炎疫苗。

以色列“地面進攻”加沙？
安理會要開會應對遭美國阻撓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沖突仍在繼續。

當地時間14日淩晨，以色列軍方稱，開

始對加沙進行地面進攻。聯合國安理會

將於16日舉行公開會議商討巴以局勢，

此前多方建議於14日開會，但由於美國

反對而不得不推遲。

巴以局勢急劇升級
以色列對加沙發動地面攻擊？
當地時間14日淩晨，以色列軍方表

示，已開始在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伊斯

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發動地面進攻，使巴

以沖突的緊張局勢急劇升級。以色列國

防軍在社交媒體上稱：“以色列國防軍

的空中和地面部隊目前正在加沙地帶發

動襲擊。”

但另據俄羅斯衛星網援引以色列安

全機構消息人士報道稱，以軍目前未進

行對加沙地帶的地面入侵。以軍方新聞

處表示“我們不證實也不否認地面行動

開始的信息。”

13日，以色列軍方召集了九千名預

備役部隊在加沙地帶集結，並取消了作

戰部隊的所有休假。以色列國防部將最

新動員稱為一次“例外的召集”。以軍

方首席發言人還表示，軍隊正在準備使

用坦克、裝甲運兵車和大炮，“以在任

何特定時刻使用這個選項。”

據以色列軍方統計，截至13日上午

，從加沙地帶發射的火箭彈總量已超過

1600枚。以色列也重新發動對加沙的空

襲。

而根據加沙地帶衛生部門的消息，

以色列的空襲已經導致至少109人死亡

，621人受傷。

國際社會緊急斡旋
美方多次阻撓安理會介入
路透社最新消息稱，聯合國安理會

將於16日舉行公開會議，商討巴以局勢

惡化。此前多方曾建議於14日開會，但

由於美國反對而不得不推遲。

自10日以來，安理會舉行了兩場閉

門視頻會議，但迄今都無法發布聯合聲

明，這是因為以色列的親密盟友美國反

對通過聯合聲明。消息人士透露，安理

會15個成員中有14個支持發表聯合聲明

，但美國認為，發表聲明只會產生“反

效果”。

消息人士強調，這項一周內第三次

會議的構想是巴勒斯坦方面推動。目標

在“試圖帶來和平”，並讓安理會對此

表達意見，以及呼籲雙方停火。而以色

列拒絕讓安理會介入這次沖突。

此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呼籲

，立即使局勢降級，並停止戰鬥行動。

巴以間恩怨埋藏多年
未來將何去何從？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自4月

中旬穆斯林齋月開始以來，巴以緊張局

勢便不斷升級。東耶路撒冷一些巴勒斯

坦家庭受到了被驅逐的威脅，也引起了

越來越多的憤怒。

但其實，雙方之間“恩怨”已埋藏

多年，可以追溯到19世紀。而在一戰後

，英國托管該地區，隨著來到巴勒斯坦

的猶太人數量不斷增加，暴力沖突事件

也越來越多。猶太人說，這是他們的民

族起源之地，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認

為他們擁有這片土地。

1948年，英國托管期結束，以色列

國建立。許多巴勒斯坦人對此表示反對

，周邊多國介入，戰爭爆發。隨後的幾

十年裏，該地區發生了更多沖突和戰爭

。數十萬巴勒斯坦人逃離或被逼離開家

園，以色列控制了大部分領土。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以

色列占領了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

以及敘利亞戈蘭高地的大部分、加沙和

埃及西奈半島。

大多數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裔居住

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以及鄰國約旦、

敘利亞和黎巴嫩。以色列不允許他們或

他們的後裔返回家園。

多年間，生活在東耶路撒冷、加沙

和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

間的關系十分緊張。巴勒斯坦人稱，由

於以色列的行動和限制，他們正遭受人

道苦難。以色列說，它只是為了保護自

己免受巴勒斯坦暴力的侵害。

巴勒斯坦難民應該怎麼辦、在被占

領的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是應該留下來

還是被拆除、雙方是否應該共享耶路撒

冷……這些都是巴以間不能達成一致的

問題。兩國間的和平談判斷斷續續地進

行了25年多，但迄今尚未解決沖突。

此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試圖插

手兩國關系，制定了和平計劃。內塔尼亞

胡對該計劃大加贊譽，但巴勒斯坦人認為

其偏袒以色列，這一計劃從未起步。

報道指出，未來兩國之間的任何的

和平協議都需要雙方同意解決一些復雜

的問題。

希臘公布最新“解封”計劃
專家稱疫情峰值已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489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369554例。新增死亡70例，累計死

亡11211例。

解封力度再擴大
當地時間5月12日，希臘政府衛生專

家委員會召開例行會議，討論進一步取消

封鎖措施的問題。會上，專家們對於下一

步的解封給出了如下建議：

——從5月14日起，恢復跨地區的旅

行。對於前往島嶼的民眾出行時，必須持

有自我檢測證明或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或是疫苗接種證書。對於內陸旅

行的民眾雖然沒有硬性規定持有證明，但

是建議其在出行時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從5月14日起，將宵禁開始時間

延遲至午夜12:30.

——從5月14日起，取消零售店采取

的“預訂-店外取貨”和“預約-店內購物

”銷售模式，消費者購物前無需再向

13033平臺和13032平臺發送短信申報。

根據克裏特大學肺病學教授尼科斯·

紮納基斯的說法，目前希臘已經度過了疫

情高峰期，到6月10號左右，日增確診人

數有望控制住2000例以下。他還說，死亡

人數也將會在未來的3至4周逐步減少，

預計本周每日死亡人數為50至70人，月底

這一數字將下降到30人左右。

對於希臘疫情發展的形勢，雅典和比

雷埃夫斯醫院聯合會主席瑪蒂娜· 帕格尼

也表達了較為樂觀的態度。她在12日接受

Mega電視臺采訪時說，疫苗接種進展非常

順利。但是希臘必須加快疫苗接種的速度

，以期在6月底使疫苗接種率達到總人口

數量的50%。

醫院壓力開始減輕
希臘衛生當局表示，目前有明顯跡象

表明，國家衛生系統承受的壓力開始減輕

，該國疫情形勢逐步好轉。

根據希臘救護車服務中心EKAB和國

家公共衛生組織的數據，3月中旬至4月20

日期間，新冠肺炎患者住院人數大約為

500人左右。到了5月上旬，住院人數已低

於400人，5月11日這一人數進一步下降

至294人。

數據還顯示，重癥監護病房的入住率

也出現了平緩下降。目前，新冠重癥監護

病房的入住率已經降至77.5%，4月中旬這

一數字為89%。

雅典Sotiria醫院肺科第7診所主任米

娜· 嘉嘉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說：“雖然

收治的病人數量出現了減少，重癥監護室

也有空余床位。但我們仍有新增患者，有

些病人病情迅速惡化，需要接受插管等治

療。”

她還特別強調，絕大多數入院患者都

屬於未接種疫苗或僅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

人。

希臘推行六大政策應對難民問題
近來入境人數大減

綜合報導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到訪移民和庇護部，並參加了當天

在該部舉行的關於難民問題的會議。會議期間，米佐塔基斯重點闡述了

關於難民治理問題的六點政策。

據報道，這些政策包括保護希臘的海陸邊界；確定難民和經濟移民

之間的區別問題；對不符合國際保護條件者的有效遣返政策；建立封閉

、嚴密監控的難民營設施；提高非政府組織運作的透明度；以及為合法

獲得庇護的難民制定有效的融合政策。

米佐塔基斯指出，抵達希臘的難民人數已經有了大幅下降，從2019年的

7.2萬人下降到2020年的1.5萬人，2021年一季度這一數字僅為2500人。

需要註意的是，歐盟與土耳其早在2016年3月已就難民問題達成歷

史性協議。按照協議，所有從土耳其入境希臘的避難者須在希臘進行登

記、提交避難申請，未履行上述步驟或不滿足避難條件的非法移民將被

遣返。

高達90.51%！英國二維碼使用率比中國高
綜合報導 美國英萬奇公司

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使

用過二維碼的消費者最多，占

比高達90.51%，中國以88.18%

的比例緊隨其後，而日本則在

受調查國中排名最後，僅有

61.61%的人使用過二維碼。

雅虎新聞網報道稱，該調查

采訪了4157名居住在北美、英

國、德國、法國、日本和中國的

18-60歲消費者。調查結果顯示

，在“過去12個月裏遇到的二

維碼結算場所是否增加”問題上

，超九成中國消費者表示“增加

不少”“增加”

“稍微增加一些

”，86.43%表示

曾在支付或金融

交易中使用過，

82.81%稱也在工

作中使用過二維

碼。此外，雖然

二維碼在北美的

使用率也不低，

但由於北美地區

的信用卡普及率較高，導致二維

碼在該地區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率

僅占21.68%。

疫情讓非接觸式生活逐漸

成為主流，當被問及“二維碼

是否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時，

回答“是”的英國受訪者最多，

占比80.83%，而日本則位列調

查對象國中最低，僅為41.83%

。此外，在二維碼使用率較高

的中國，雖然認為二維碼提高

了生活質量的人占比超七成，

但與此同時，抵觸使用二維碼

的人數占比也高達36.36%，占

調查對象國首位，日本則以

31.34%緊隨其後。

在“今後二維碼使用意向”

的問題中，中國消費者的使用意

向達89.72%。至於將來是否希望

擴大二維碼的使用範圍時，超七

成來自中國和北美地區的受訪者

回答“非常同意”“是這樣認為

的”，日本僅有38.91%。

二維碼帶來的風險也是消

費者經常遇到的問題。經歷過

被二維碼誘導向惡意網站等的

中國消費者占比高達74.81%，

日本是 34.2%，北美為 11.10%

。在“能否判別惡意二維碼”

一題上，近八成中國受訪者表

示“可以”，日本為48.83%，

北美僅為14.41%。至於是否有

在移動設備上安裝安全軟件，

中國人的風險防範意識最強

（82.41%），日本為42.71%，

安全意識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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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17日表示，美國已要求以色
列就此前空襲加沙地帶一棟多家
國際媒體所在大樓的行動，提供
“具體細節”和“正當理由”。

據報導，布林肯補充稱，他
本人沒有看到以色列當局分享的
任何相關信息，因此不願評論該
次襲擊的合法性。

報導稱，布林肯還指出，以
色列“在自衛過程”中，“有保
護平民的特殊責任，這當然包括
記者”。

據媒體此前報導，以色列軍
方15日空襲加沙地帶一棟多家國

際媒體所在大樓，美聯社和半島
電視台當天均發表聲明予以譴責
。 15日當天，以總理內塔尼亞胡
表示，會讓情報部門向美方出示
媒體辦公樓窩藏恐怖組織的證據
。但據美聯社和半島電視台等媒
體機構人員表示，他們長期在此
工作，並未發現與恐怖組織相關
的可疑人員或其他證據。

16日，內塔尼亞胡稱，以色
列發動此次空襲，是因為該大樓
窩藏了哈馬斯恐怖組織情報機構
。他稱此襲擊目標合法，並且以
軍提前採取了必要措施避免平民
傷亡。

（綜合報導)5月16日下午，一輛載有大量化肥的火車在美國愛荷華
州西北部脫軌，大約30節車廂中的化肥起火爆炸，附近城市被濃煙和臭
味籠罩，當地居民被迫疏散。

這列由大約30節車廂組成的聯合太平洋貨運列車在西布里脫軌。西
布里是南達科他州蘇福爾斯附近一個人口約3000人的小城。

消息人士指出，火車脫軌是由於一座橋坍塌造成的，火車裂成了兩
半。大火向空中噴射出大量黑煙，方圓數英里都能看到。

這一事件還迫使城市的部分地區被疏散，當局建議事故發生半徑5
英里內的所有人離開。來自鄰近城鎮阿什頓、小石城、梅爾文、奧切丹
和謝爾登的消防部門都被派往現場滅火。

西布里消防隊長肯•赫爾斯說，這列火車裝載的是化肥和硝酸銨。
用來製造肥料的普通化合物是高度爆炸性的。據奧西奧拉縣調度員稱，
脫軌附近地區的居民正在被疏散。危險品處理小組也被召來協助處理這
一情況。

聯合太平洋公司發言人泰斯弗稱，脫軌發生在今天下午2點左右。
我們估計約有47節車廂受到影響。沒有列車乘務員受傷。目前尚不清楚
是否還有其他人員受傷。

（綜合報導）美國弗吉尼亞州一
間知名連鎖龍蝦餐廳，近日準備要烹
煮龍蝦時，其中一名廚師發現龍蝦顏
色異常，並認出它是世上最稀有的龍
蝦之一，出現機率僅 3 千萬分之一，
趕緊將它取出，讓這一隻罕見龍蝦幸
運逃過一劫，更被安置於當地的水族
館。

綜合外媒報導，弗吉尼亞州馬納
薩斯一間“紅龍蝦餐廳”近日準備烹
煮龍蝦出餐時，發現其中一隻龍蝦外
殼佈滿金色斑紋，驚覺是極為罕見的
藍紋龍蝦(Calico lobster )，廚師趕緊將
龍蝦取出，讓它躲過變成菜餚的命運
。

藍紋龍蝦是世上最稀有的龍蝦之
一，自然生產率僅三千萬分之一，由

於其外殼佈滿花紋，因此餐廳又稱它
為“雀斑”。發現藍紋龍蝦的員工表
示，“擁有金色斑紋的龍蝦非常稀有
，當我看到它時，幾乎是難以置信”
，對於自己能救出如此罕見的龍蝦感
到非常自豪，餐廳也很支持員工的做
法。

“紅龍蝦餐廳”最終將龍蝦捐給
弗吉尼亞生活博物館，未來將展示給
民眾欣賞。根據緬因大學龍蝦研究所
的數據顯示，藍紋龍蝦出現機率為二
百萬分之一，而擁有金色斑紋則是三
千萬分之一，另外還有鮮橙色龍蝦，
自然產生機率為百萬分之一，最為罕
見的是白化龍蝦，又被稱作“鬼龍蝦
”(Ghost lobster)，出現機率為 1 億分
之一。

美稱已要求以色列就空襲
媒體大樓提供“正當理由”

美國一滿載化肥的火車脫軌起火美國一滿載化肥的火車脫軌起火
全城飄臭民眾被迫疏散全城飄臭民眾被迫疏散

美歐將重啟貿易談判美歐將重啟貿易談判，，特朗普鋼鋁關稅有望終結特朗普鋼鋁關稅有望終結
（綜合報導）歐盟週一同意推遲對大約40億

美元的美國出口商品加徵50%的報復性關稅，這些
商品包括威士忌、摩托車和輪船等。該關稅原定
於6月1日生效。與此同時，歐盟將與拜登政府正
式開始談判，以取消前總統特朗普施加的鋼鐵關
稅。
歐盟與美國貿易代表當天還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
示，他們希望在年底前找到方案，解決鋼鐵行業
產能過剩的問題。

過去三年間，鋼鐵關稅一直困擾著大西洋兩
岸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關係。

美國從 2018 年 6 月開始對歐盟的鋼鐵和鋁分
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稱此舉是出於國家安全
方面的考慮。同時受到關稅影響的還有中國、印
度、挪威、俄羅斯、瑞士和土耳其。

歐盟隨即對這一舉動提出質疑，並多次嘗試
與特朗普政府達成協議，但皆以失敗告終。隨後
，歐盟將此案提交給世貿組織（WTO），並宣布
對高達64億歐元（約合77.8億美元）的美國出口
產品施加報復性關稅，這些產品包括波旁威士忌
、花生醬和橙汁等。

歐盟首先啟動了針對28億歐元美國出口產品
的關稅，並表示如果三年後未就解決該貿易爭端
取得任何進展，將對余下36億歐元的美國出口商
品加徵關稅。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周一表示，將把加徵報復
性關稅的計劃推遲6個月，“我們的共同目標是，

結束這一因美國對歐盟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引發的
WTO爭端。”

拜登將在 6 月 14 日訪問布魯塞爾，與歐盟領
導人舉行會晤並出席北約領導人峰會。

一位歐盟外交官指出，如果在拜登訪問布魯
塞爾一個月前，歐盟提高對哈雷摩托車以及其它
美國公司產品的關稅，這會讓輿論很難看。

歐 盟 議 會 貿 易 委 員 會 負 責 人 蘭 格 （Bernd
Lange）則指出，美國在出席歐美峰會時必須給出
切實承諾，以回應歐盟的態度，否則加徵關稅就
是正當的。

在這6個月期間，美國對歐盟的鋼鐵關稅，以
及歐盟對28億美元美國出口產品的關稅仍將維持
不變。

美歐的聯合聲明中還提到了中國，稱雙方的
談判內容還將包括中國過度生產如何壓低了價格
並威脅到國內鋼鐵產商的生存。

“美國和歐盟成員國是盟友和夥伴，作為民
主、市場經濟體，他們擁有相似的國家安全利益
，”聲明中寫道，“（雙方）可以通過合作提高
標準，解決共同關切的問題，並使像中國這樣支
持貿易扭曲政策的國家負責。”

拜登此前承諾，將維持對鋼鋁產業的關稅保
護，直到全球產能過剩問題獲得解決。美國商務
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今年早些時候也曾
表示，貿易關稅將“有助於保障美國鋼鐵和鋁工
業的工作崗位”。

出現機率三千萬分之一出現機率三千萬分之一 絕世稀有龍蝦險被下鍋絕世稀有龍蝦險被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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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14日晚19時前後，蘇州市吳江區盛澤鎮部分地區突遭龍捲風襲擊。有目擊者拍攝到龍捲
風來襲瞬間的視頻顯示，當時龍捲風裹挾着漫天
垃圾席捲而來，很多戶外廣告牌和工廠廠房遭到
破壞。當地多位居民表示，本次龍捲風事發突
然，持續時間只有十幾分鐘，但是破壞力巨大。
很多居民家中的窗戶玻璃在強風衝擊下瞬間粉
碎，一些不太牢固的農村房屋隨之倒塌，大街上
隨處可以看到倒塌下來的廣告牌，甚至有電線杆
被攔腰吹斷。

蘇州迅速救援 基本恢復秩序
經江蘇省氣象局專家組現場災調初步確定，

本次龍捲風發生在5月14日18時50分至19時05
分之間，初步研判為EF3級龍捲風，中心最大風
力17級。受災範圍：長2千米左右，寬80米至
100米。

據官方通報，災情發生後，江蘇省和蘇州市
主要黨政官員立即作出救災調度或趕赴現場指揮
救援，部署傷員救治、善後處置、災後秩序恢復
等工作。蘇州市和吳江區兩級應急、公安、消
防、衞健等部門迅速赴現場組織救援。

截至15日凌晨5時，排查搜救結束。經統
計，災害共造成4人死亡（其中1人當場死亡，2
人危重經救治無效死亡，1人失蹤被發現後送醫救
治無效死亡）、19人輕傷（在醫院觀察治療，均
無生命危險）、130人輕微傷（經醫院處理後返回
家中）；受損農戶84戶，受損面積1,500平方米；
受損企業17戶，受損面積13,000平方米。目前，
當地部分斷電區域供電已恢復，現場秩序基本恢
復穩定。

武漢搜救基本結束 緊急安置逾千人
同日晚間20時39分，武漢市蔡甸區奓山片

區、武漢經開區軍山片區突發EF2（對應風速49

至60米每秒）級龍捲風，部分村灣房屋受損，大
量樹木折斷、部分工棚倒塌。

據內地媒體報道，家住武漢奓山街新集村十
組雷灣的黃女士回憶道，14日晚8時30分許，她
們夫婦兩人準備就寢，突然一陣大風將房間大門
吹開，黃女士和丈夫雷先生趕緊過去關門，就在
剛剛將門關上的一剎那，房屋發出震耳欲聾的巨
響，房頂突然垮塌，還沒等她們反應過來，夫妻
兩人就被埋在了瓦礫中。

黃女士夫婦二人互相攙扶着從瓦礫中站起
來，摸索着推開大門爬了出去，發現原來是隔壁
鄰居二樓的房屋有部分被吹垮，垮塌的磚瓦正好
砸在黃女士家平房的屋頂，將整個屋頂壓垮。二
人大約行進了十多分鐘，遇上了正在指揮清礙的
村支書梁述革，三人會合後，梁述革帶着兩人又
在障礙物間爬行了約1公里左右，終於將他們帶到
了鄰近的友愛村，守候在當地救護人員將黃女士
和丈夫簡單包紮後送上了救護車，隨後送到了蔡
甸區人民醫院。

在武漢市5月15日下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武漢市應急管理局局長廖明輝介紹，截至15日中午
12點，現場搜救工作基本結束。目前統計數據，共
有8人在這次事故中不幸遇難，受傷人員230人，
3,568人受災，緊急轉移安置1,197人，倒塌房屋28
戶86間，嚴重損壞房屋130戶400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多地近期
出現強對流天氣，龍捲風、雷暴、冰雹“說來就
來”，讓多地群眾感到“猝不及防”。氣象專家表
示，當前我國已進入強對流天氣高發季節。強對流
天氣在不同時段影響區域不同，進入5月，高發區
域為長江中下游一帶。

“這次混合強對流天氣過程有大範圍雷電和
短時強降水，大部分地區能達到20毫米至50毫
米的小時雨強、出現7級至10級大風，局地有冰
雹。”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張濤說，本次過程
最強影響時段為15日白天至16日白天，影響區
域主要在江漢、江淮、黃淮南部、江南大部、華
南西北部和貴州等地。

張濤介紹說，強對流天氣的成因主要是在大
氣層形成上層冷、下層暖的一個不穩定層結。由
於南方暖濕氣流輸送和太陽輻射加強的雙重影
響，使低層容易形成高溫、高濕的下暖濕結構。
一旦有北方冷空氣南下，激發對流發生後，自西
北向東南各地就會出現強對流天氣。

今年強對流天氣偏少且晚於往年
氣象監測數據顯示，今年初期強對流天氣明顯

偏少、偏晚、偏弱，4月15日後才開始增多。專家
表示，通常強對流天氣2月至3月會影響雲南、廣
東、廣西等地，3月至4月影響江南地區。但今年4
月中旬前強對流天氣都較少較弱，到現在進入偏
多、偏強階段，這正是異於往年的地方。

作為混合天氣現象，強對流天氣包括雷電、
短時強降水、大風等，會帶來不同災害和影響。
專家提醒，雷雨天應避免去開闊地帶，遇強降水
不要在山區和低窪地帶逗留，大風天要避免高空
作業、防範高空墜物等。

“總而言之，強對流天氣發生時，最好的防
範就是減少外出，避免暴露在野外，待在安全、
堅固的建築物裏。”張濤說。

臨近預報預警需社會及時響應
“當前，強對流天氣預報可以提前數小時到

數天，主要是可能性預報。相對精準的預報提前
量只有幾分鐘到幾十分鐘，而這已接近精準預報
預警能力的‘天花板’。”張濤說，“因此，對
於強對流天氣的臨近預報預警，需要社會響應力
度和效率大幅提高，才能及時應對災害，減少損
失。”

龍捲風襲蘇州武漢 12遇難數百傷
大量民房倒塌受損大量民房倒塌受損 救援安置緊急展開救援安置緊急展開

專家：中國當前已進入強對流天氣高發季

●●55月月1515日日，，武漢武漢
消防救援支隊的隊員消防救援支隊的隊員
在武漢市蔡甸區一處在武漢市蔡甸區一處
被龍捲風颳倒的廠房被龍捲風颳倒的廠房
內搜救內搜救。。 新華社新華社

●●蘇州市吳江區蘇州市吳江區
的居民家中窗戶的居民家中窗戶
玻璃在強風衝擊玻璃在強風衝擊
下瞬間粉碎下瞬間粉碎，，有有
電線杆也被攔腰電線杆也被攔腰
吹斷吹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

京報道）14日晚，江蘇蘇州和湖北武

漢先後遭遇龍捲風襲擊，截至香港文匯

報記者截稿時，共計12人遇難、數百人

受傷，另有大量民房倒塌或受損。其中

蘇州因災害共造成 4人死亡、19人輕

傷、130人輕微傷；受損農戶84戶，受

損面積1,500平方米；受損企業17戶，

受損面積13,000平方米。武漢共有8人

遇難，230人受傷，3,568人受災，緊急

轉移安置 1,197 人，倒塌房屋 28戶 86

間，嚴重損壞房屋130戶4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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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疫情升溫，許多金融業者均推出防
疫照顧假、支薪疫苗假。台北富邦銀行放寬照顧假
條件，不限於法令的12歲以下學童；台新金則全額
補助接種疫苗並提供2日支薪疫苗假。

本土疫情日趨嚴峻，台新金控總經理林維俊表
示，將積極響應政府的COVID-19疫苗施打政策，
即日起，全額補助員工自費施打疫苗費用，國內補
助最高新台幣1200元，海外同仁依當地政策由公司
提供全額補助；考量員工接種後可能產生不適反應
，接種疫苗員工得申請兩日支薪疫苗接種假，台新
金預估投入數千萬元推動上述措施。

台北富邦銀行也表示，因應雙北高中以下停課
消息，特別放寬防疫照顧假條件，員工家中若有受
停課影響的學生，都可以申請防疫照顧假9天，且不
受法令12歲以下學童的限制，也無須額外提供證明
，希望支持員工，一起對抗疫情。

第一銀行則自2020年2月起開放員工申請防疫
照顧假，截至目前已有近400人次申請，日前也宣布
員工可申請 「疫苗接種假」，併入年度病假天數於

30天內給薪，目前約有近10人申請。
對於疫情期間，駐外員工因探親衍生必要的檢

疫費用補助，第一銀行至今已補助超過32萬元；另
外，為了提升駐外人員士氣，一銀也自去年起全面
發放慰問金，每人每半年最高3萬元，截至去年底，
發放總金額逾700 萬元，有356人次受惠。

彰銀也表示，為了落實員工照護並配合政府防
疫政策，109年起便因應政府指示中小學延後開學的
防疫措施，提供家庭照顧假、事假、防疫照顧假等
假別，併入全年14日給薪假；近日疫情升溫，部份
學校因疫情控制需要宣布停課，彰銀將比照延後開
學的應變措施，讓有需要於停課期間照顧家人的員
工，即日起可申請家庭照顧假、事假或防疫照顧假
安心返家。

彰銀同時提供疫苗接種假，鼓勵員工前往接種
疫苗，若有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自接種日起至接
種次日24 時止，均得申請疫苗接種假在家休養，此
假別併入病假全年給薪日數合計為30日。

(綜合報道）水利署今天中午12時在寶二、永和山、
明德水庫燃放增雨焰劑，但副署長王藝峰說，由於雲系
薄弱、降雨量甚少，本次人工增雨作業 「幾乎無效」，
同時預告19日將召開水情會議，並採線上模式進行。

今日天氣預報顯示，大台北、北部山區有午後對流
機會，水利署研判天氣狀況後，先行通知寶二、永和山
、明德水庫地面人工增雨作業小組，並在中午12時燃放
增雨焰劑，期待利用午後對流增加集水區降雨量。

但王藝峰表示，今天的增雨作業 「幾乎無效」，因
為雲層薄弱、降雨強度不足，與氣象專家所預測的相同
，僅在高雄內門、旗山一帶、和新北市靠近宜蘭山區有
一點降雨，對水庫集水區的挹注微乎其微。

他進一步說，根據目前衛星雲圖，氣象局研判明日
上午會有另一波鋒面降雨，主要針對新竹以北地區，同
時也會有午後雷陣雨發生，希望整體降雨情況能較今天
來得好。

水利署表示，近日天氣炎熱高溫，午後熱對流確實

有發展機會，因此和氣象局保持密切聯繫，只要天氣狀
況許可，便會實施增雨作業，目前更持續進行多找水、
多省水、多調水等3大抗旱策略，藉以紓緩水庫乾旱之景
。

另外，水利署預計19日召開水情會議，因為疫情加
劇，本次水情會議將和各縣市政府透過視訊進行，目前
正在測試視訊等遠端設備，會後記者會也朝向線上規劃
，詳細消息將在明天公布。

根據水利署官網，今天全台幾個主要水庫水位較上
週低，如石門水庫蓄水率降為12.9%，新竹以南水庫多跌
破一成，寶山第二水庫蓄水率僅3.9%、永和山水庫3.3%
、曾文水庫6%、鯉魚潭水庫2.8%，主要供應給供5停2
台中地區的德基水庫水位，今天已降至2.2%。

水利署提醒民眾，旱象仍未解除，除在生活中節約
用水外，也可透過水利署網站取得省水懶人包及分區供
水資訊等相關訊息，力行節約用水，度過枯旱期的挑戰
。

核三1號機故障致停電？台電澄清5月下旬完成歲修
（中央社）台灣在短短5天內進行2次分區限電，連總統蔡英文都說 「難以接受」。台電坦承

今晚 「供電能力緊張」，而外傳與核三廠1號機故障有關，發言人張廷抒說，核三1號機表定5月
下旬才完成歲修、加入供電行列。

在513大停電後，台電今晚8時50分又展開C、D組分區輪流限電，約66萬戶受影響，主因
尖峰負載達3744萬瓩，高於預期的3500萬瓩，加上興達電廠1號燃煤機組故障、光電隨著太陽下
山而無法供應足夠用電，儘管緊急啟動水力機組，還是無法補齊缺口。

台電董事長楊偉甫晚間9時在台電大樓召開記者會向民眾致歉，並指因為有機組故
障，導致所有發電機組在整個過程中 「發電量不足」，儘管做了最大努力，還是無法

阻止限電情況發生，未來會再檢討。
外傳今晚限電情形與核三廠1號機故障有關，因核三廠1號機滿載的話擁有95萬瓩容量，可讓

66萬戶免受停電之苦；張廷抒則表示，所有機組在一年前都會排好歲修時間，核三1號機原訂5月
下旬才完成歲修上線。

張廷抒強調，由於近日天氣炎熱，供電吃緊，也會希望核三1號機能提早加入供電行列，若
能在今天供電，就能補足電力缺口，但在測試時卻發現有些小問題要克服，所以還沒歸建。

人工增雨無效水利署：19日召開水情會議

金融業響應防疫 支薪疫苗假
防疫照顧假齊發

雙北防疫第三級警戒雙北防疫第三級警戒 首個上班日首個上班日
COVID-COVID-1919疫情升溫疫情升溫，，台北市與新北市即日起至台北市與新北市即日起至55月月2828日升至第三級疫情警日升至第三級疫情警

戒戒，，外出需全程戴口罩外出需全程戴口罩。。第三級警戒發布後的首個上班日第三級警戒發布後的首個上班日，，仍有家長載著小朋友仍有家長載著小朋友
通勤通勤。。

300ml防疫酒精台酒
週一至週五9時開賣每人限3瓶

(綜合報道）110 個營業所及門市
，統一開賣 300ml 的 75%防疫酒精，
每人限購 3 瓶，另外也會向四大超商
、賣場供貨。

財政部下午表示，作為酒精國家
隊先鋒的台灣菸酒公司正全力投入生
產，目前每日生產量達9.6萬瓶以上，
預估兩週內每日生產量可再增加至20
萬瓶，數量充足，即日起每天早上 9
時開賣，台酒各營業據點、四大超商
，全聯、家樂福（便利購/頂好）、楓
康等1.5萬個門市都買得到。

晚間財政部再度於粉絲團更新訊
息，更新開賣時間為 「週一至週五」

早上 9 時，且僅限台酒營業所及門市
為 9 時開賣，每人每日限購 3 瓶容量
300ml的75%防疫酒精。

不過，台酒也已同時向其他通路含
7-11、全家、萊爾富、OK、全聯、
家樂福（便利購/頂好）、楓康等 1.5
萬個門市供貨，購買方式請洽各大通
路；需求量較大的機構單位，將按醫
療院所、學校及公共場域優先順序供
應。

財政部呼籲民眾共體時艱，家裡還
有存貨就不要急著現在買，不要囤貨
，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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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州長雅培州長1515日參加糖城集會譴責對亞裔社區的仇恨日參加糖城集會譴責對亞裔社區的仇恨
州長說我們將證明德州不會容忍對亞洲社區的攻擊州長說我們將證明德州不會容忍對亞洲社區的攻擊

由殷正男醫師診所由殷正男醫師診所、、光鹽社等六大社團聯合主辦光鹽社等六大社團聯合主辦
輝瑞輝瑞 && 莫德納疫苗免費現場接種活動上周六舉行莫德納疫苗免費現場接種活動上周六舉行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德州雅培州長星期六參加德州雅培州長星期六參加
糖城集會糖城集會，，他說他說：：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攻擊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攻擊，，我們我們
將證明德州不會容忍這些攻擊將證明德州不會容忍這些攻擊。。雅培州長在集會上發雅培州長在集會上發
表講話說表講話說，，美國人必須團結起來反對仇恨美國人必須團結起來反對仇恨。。 這非常重這非常重
要要，，我們明確表示我們不會容忍對亞洲社區或德州任我們明確表示我們不會容忍對亞洲社區或德州任
何社區的仇恨或暴力何社區的仇恨或暴力。。他說他說，，即使德州發生的襲擊事即使德州發生的襲擊事
件不如其他州那麼多件不如其他州那麼多，，但仍不能放鬆警惕但仍不能放鬆警惕。。 雅培州長雅培州長
說說：：我們必須提前採取行動我們必須提前採取行動，，以確保我們將採取戰略以確保我們將採取戰略
和方法和方法，，確保對德州的亞裔美國人沒有任何攻擊確保對德州的亞裔美國人沒有任何攻擊。。 這這
是我們必須繼續的鬥爭是我們必須繼續的鬥爭。。我們需要站起來並得到承認我們需要站起來並得到承認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

星期六的集會的組織者說星期六的集會的組織者說，，這只是一系列這只是一系列““支持支持
我們我們--團結團結””活動支持亞洲社區的第一場活動支持亞洲社區的第一場。。據報導據報導，，
20202020年年33月中旬到月中旬到20212021年年33月底月底，，有有66036603起針對亞裔起針對亞裔
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事件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事件。。 一個反對亞洲種族一個反對亞洲種族
主義的全國聯盟星期四發布了一份新報告主義的全國聯盟星期四發布了一份新報告，，在過去的在過去的
1212個月中個月中，，有有3737..88％的報告事件是在公共街道或公園％的報告事件是在公共街道或公園
發生的發生的，，而而3232..22％的報告事件是在企業中發生的％的報告事件是在企業中發生的。。停停
止仇恨亞洲社區的報告中記錄了止仇恨亞洲社區的報告中記錄了66,,603603起仇恨事件起仇恨事件，，其其
中中20202020年發生了年發生了44,,193193起事件起事件，，20212021年發生了年發生了22,,410410
起仇恨事件起仇恨事件。。

停止停止AAPIAAPI仇恨的國家報告發現仇恨的國家報告發現，，最近針對亞裔美最近針對亞裔美
國人的大部分暴力都針對老年人國人的大部分暴力都針對老年人。。中國人報告的仇恨中國人報告的仇恨

事件佔事件佔4343..77％％，，高於其他種族或族裔群體高於其他種族或族裔群體。。緊隨其後緊隨其後
的是韓國人的是韓國人（（1616..66％％），），菲律賓人菲律賓人（（88..88％％））和越南人和越南人
（（88..33％％）。）。 就各州的舉報而言就各州的舉報而言，，加州的仇恨事件舉報加州的仇恨事件舉報
數量最多數量最多，，佔總數的佔總數的 4040％％。。緊隨其後的是紐約緊隨其後的是紐約
（（1515..11％％），），華盛頓華盛頓（（44..88％％），），德州德州（（33..33％％））和伊利和伊利
諾伊州諾伊州（（33..22％％）。）。該組織指出該組織指出，，20212021年年33月提交的案月提交的案
件報告數量顯著增加件報告數量顯著增加，，峰值包括峰值包括20202020年發生的事件的年發生的事件的
報告報告。。 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和暴力以令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和暴力以令
人震驚的速度持續存在人震驚的速度持續存在。。

一個新停止仇恨亞裔基金會其目標是解決長期以一個新停止仇恨亞裔基金會其目標是解決長期以
來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的投資短缺的問題來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的投資短缺的問題
，，這些社區最近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種族主義襲擊這些社區最近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種族主義襲擊。。 美美
國亞裔基金會國亞裔基金會（（TAAFTAAF））表示表示，，已經在其董事會成員中已經在其董事會成員中
募集了募集了11..2525億美元億美元，，以支持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嶼以支持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嶼
的組織和事業的組織和事業。。據路透社報導據路透社報導，，包括可口可樂包括可口可樂，，沃爾沃爾
瑪瑪，，亞馬遜和美國國家籃球協會在內的幾家主要公司亞馬遜和美國國家籃球協會在內的幾家主要公司
為停止仇恨亞裔基金會捐贈了為停止仇恨亞裔基金會捐贈了11..2525億美元億美元。。 該基金會該基金會
說說，，它計劃利用最初的投資集中在三個領域它計劃利用最初的投資集中在三個領域：：致力於致力於
打擊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暴力行為的研究打擊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暴力行為的研究
，，教育和團體支持教育和團體支持。。 基金會將最初的資金描述為亞裔基金會將最初的資金描述為亞裔
美國人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承諾美國人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承諾，，完全專注於支持亞完全專注於支持亞
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

疫苗接種信息疫苗接種信息

德州雅培州長星期六參加糖城集會德州雅培州長星期六參加糖城集會，，他說他說：：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攻擊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攻擊，，我們將證明德我們將證明德
州不會容忍這些攻擊州不會容忍這些攻擊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為了方便社區居民接種新冠疫苗，共
同守護社區健康，由殷正男醫師診所，光
鹽社，華人聖經教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休士頓華裔護理協會，，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聯合的舉辦的疫苗免費接種活動，於
上周六（5月15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二點
在華人聖經教會停車場舉行。凡12歲以
上的人群，採取不下車的現場接種方式進
行。

據主辦單位表示： 接種COVID-19
疫苗可以產生保護力，減少感染，嚴重症
狀及死亡的發生。當群體中大多數的人都
接種了疫苗，將可以大幅降低 COV-
ID-19 的傳播,達到群體免疫。使疫情早
日結束，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圖片為殷正男醫師（右一）及 「光鹽
社」 義工在疫苗注射現場合影。

【本報訊】哈里斯郡公共健康衛生署將聯合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於5月22日為
廣大民眾免費接種新冠疫苗。

莫德納第一劑疫苗，第二劑疫苗的時間會相繼通知。 )
任何18以上的居民都可以註冊，不限郡縣。
接種疫苗全程免費。不需要提供健康保險或移民信息。

活動信息:
5月22日 週六。上午9點至下午4點
地點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地址：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2-1133 email: ccc.houston95@gmail.com
需要接種疫苗請點擊下表註冊，以便統計人數，好準備足夠數量的疫苗
Please register here：https://forms.gle/28FtiPWHTJmQMd6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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