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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以巴停火
布林肯下週訪中東
【中央社】聽取相關簡報的消息人士今
天透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本月 26 日和 27 日
將訪問以色列及約旦河西岸占領區的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以作為美國鞏固加薩停火的行
動之一。
美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3 方都未公布布
林肯（Antony Blinken）的完整訪問行程。美

國國務院 20 日宣布他將出訪中東地區，並表
示，屆時他將 「商討重建行動，以及攜手為
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建立比較美好的
未來」 。
消息人士透露，布林肯中東之行也將到
訪埃及和約旦，其中埃及促成了此次以色列
和加薩地區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之間的停火。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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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責任 也是義務
再為 「
正義警報聯盟」
正義警報聯盟
」催生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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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美國國會參眾議院以絕大多數

通過反對歧視亞裔法案，我們首先

感謝孟昭文 趙美心等國會議員多
方奔走，此時此刻是亞裔反仇視運
動中之一大勝利。
就在此時一群全美华裔人士正
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正義警報聯，
此舉將對亞裔社區反歧視及維護自
身安全發生極大功效。
目前在美國的亞裔人口超過二
千二百萬人，華裔人口佔百分之二
十三，估計超過五百四十萬人，
佔亞裔人口之首位，主要居住在東
西兩岸及德州，這項主要為亞裔社
區服務的 APP 將以最新科技來協
助受害者，其功效是立即報警並向
週遭之會員們發出聲響及現場影像
，對遭遇迫害之受害者做到立即處

理之目的。
今天我們共同來支持正義報警
聯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除了
伸張正義免受歧視欺負之外，更進
一步向社會宣示我們大家團結一致
的力量，同時也是为了保護好我們
的親人鄉親，是責任也是義務。
我們已正式把這项行動聯盟轉
達給相關之民意代表，聯邦及地方
執法機構，配合他們共同向罪犯們
宣戰。
今天我們更要大聲呼籲，我們
在美國的華裔，不論你來自海峽兩
岸三地，亞洲各國，我們都是一家
人。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upport
“Justice Alert Alliance”
Alliance”
We are her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for
the hard work of Congresswoman Grace
Meng and Judy Chu who sponsored the
anti-Asian hate crime bill which passed last
week in the Congress.
Today a group of Asian American leaders are
working to form the Justice Alert Alliance
nationwide. Our mission is to protect and fight
for our communit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ensus, there are
twenty-two million As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23% being Chinese
Americans or about 5.4 million. Most of the
Asians live on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and
in Texas.

The Alliance is working to develop a new
SOS APP to help crime victims when they
are in a dangerous situation. Once the device
or smartphone is activated it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elevising the event in progress and
immediately report the situation to police as
well as notify other members or relatives of
the victim.
The new APP will be ready to use in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We are so glad that we will
let our congressmen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know about this life-saving APP
and device.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team
up with them to fight the crime.
We all ca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And now our home is here. We’re all

in the same family.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be united to fight for our safety and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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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奧運會臨近 日本醫療保健陷入混亂
（綜合報導）一名日本高齡新冠患者呼吸困難後
，不得不等待 6 個小時，因為醫護人員在大阪四處尋找
能治療她日益惡化的新冠疾病的醫院。
據報導，當這名高齡新冠患者最終抵達一個有空
餘床位的醫院時，醫生診斷嚴重肺炎已經導致她器官
衰竭，兩週後，該病人去世。死者的兒子稱，大阪的
醫療系統已經崩潰，他在東京北部的家中已經得知其
他三名家庭成員在醫療沒有保障的大阪艱難求生的消
息，日本現在簡直就是地獄。
報導稱，大阪是日本第三大城市，距離夏季奧運
會主辦地東京只有兩個半小時的車程，這裡的醫院擠
滿了新冠患者。而隨著大阪新冠病例的激增，該市醫
務人員表示，醫療系統已經在超負荷運轉，如得不到
有效緩解將會崩潰，更重要的是，日本其他地方的醫
療系統也在發生同樣的事情。
報導稱，對大阪的醫務人員和病人家屬的採訪清
楚地顯現了他們對新冠疫情的沮喪和恐懼，這與首都
東京的基調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東京，奧運會組織者
和政府官員簡稱，7 月份的奧運會將是安全有序的，儘
管緊急狀態已經擴散到該國的更多地區，越來越多市

民要求取消奧運會。
據報導，隨著緊急措施在新冠病例激增的情況下
拖延和堅稱日本將安全舉辦奧運會後，日本首相菅義
偉的支持率出現下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跡象
表 明 奧 運 會 被 取 消 ， 而 在 國 際 奧 委 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於 5 月 21 日結束了與東京奧組委的
最後一次規劃會議後，該委員會多次表示，他們會繼
續推進計劃。不過國際奧委會委員理查德龐德(Richard Pound)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取消奧運會的最後期限
是“6 月底之前”，如果今年夏天奧運會不能如期舉行
，奧運會將被取消，而不是再次推遲。
報導稱，日本醫療機構表示，由於新冠治療的壓
力加大，醫務人員和政府官員試圖加快緩慢的疫苗接
種計劃，但他們無法滿足奧運會可能帶來的健康需求
，因為目前只有不到 2%的總人口接種了疫苗。
目前，隨著疫苗接種步伐的逐漸加快，日本政府
計劃在 5 月 24 日開設兩個大型疫苗接種中心，使用莫
德納（Moderna）疫苗，這是兩種新疫苗中的一種，預
計將在不久後獲得批准。

巴西議員曾試圖推行“
巴西議員曾試圖推行
“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
”，不傾向購買疫苗
不傾向購買疫苗
（綜合報導）一名負責巴西參議
院政府危機處理調查的參議員表示，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曾試圖通過“群體
免疫”策略應對疫情，不傾向於購買
新冠疫苗。
據路透社 22 日報導，巴西參議
員卡列羅斯（Renan Calheiros）於 21
日接受媒體採訪時，針對博索納羅對
於“群體免疫”的想法這一提問，卡
列羅斯表示，“我認為一切（博索納
羅所採取的新冠應對措施）都指向這
個方向（群體免疫）。” 卡列羅斯
說道，“總統一開始稱這一疾病是'

歐美航空補貼爭端有望解決
（綜合報導）歐盟最高貿易官員周四稱，
歐盟和美國正在致力於解決圍繞飛機製造商補
貼的爭端，該爭端應能在 7 月前得到解決。這一
表態成為跨大西洋貿易關係正在改善的又一跡
象。
報導稱，美歐圍繞對飛機製造商空中客車
公司和波音公司補貼的爭端在世界貿易組織持
續了長達 16 年之久，雙方曾在今年 3 月商定暫

停對價值數以
十億美元計的
進口商品徵收
關稅。暫停期
將持續到 7 月 10 日，屆時如達不成解決方案，
關稅將於 7 月 11 日恢復。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瓦爾季斯.東布羅夫斯基
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曾就這個議題與
美國貿易代表戴琦進行過密集和廣泛的討論，
因此在今天的視頻會議上，她確認了這一時間
安排。這項工作正在推進，所以我要說這個時
間表是符合實際的。當然，這需要雙方的努力

小流感'，
抨擊封鎖
措施，淡
化使用口
罩的重要性，甚至鼓勵人群聚集……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試圖採取'群
體免疫'策略，必須鼓勵聚集。”卡
列羅斯強調，試圖推行“群體免疫”
也是博索納羅不傾向於購買新冠疫苗
的原因。
報導稱，巴西總統辦公室尚未就
此事回復置評請求。
博索納羅在新冠疫情方面的應對
能力曾備受詬病，部分人士批評其政
府不採取全國性的防疫封鎖措施。目
前巴西參議院一委員會正對博索納羅

。”
報導指出，儘管美國總統喬.拜登已經明確
表示他的關注重點仍將放在保護美國的就業機
會上，但歐洲官員希望拜登政府能夠讓歐洲與
美國的貿易關係比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任期時
容易預測一些。
報導稱，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長彼得.阿
爾特邁爾形容與戴琦的會談“極富建設性”。
他告訴記者：“我認為我們有資格說，現
在有了一個解決歐洲和美國之間貿易爭端的歷
史性機遇之窗。”
報導指出，本週早些時候，歐盟委員會曾

展開調查,試圖了解其政府是否忽視
專家的疫情防控建議，以及未能確保
足夠的疫苗和醫療用品供應。
路透社報導稱，“群體免疫”是
指某一特定群體中的大部分人對某一
疾病獲得免疫，從而減少人與人之間
傳播的機會。新華社此前報導稱，群
體免疫是通過保護人們不受病毒感染
，而不是讓他們暴露於病毒中來實現
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也曾表示
，“群體免疫”是一種用於疫苗接種
的概念，即人群中通過接種疫苗、對
某種傳染病產生免疫力的群體所佔比
例達到閾值，就可以使其他沒有免疫
力的個體因此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

宣布圍繞美國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的為期三年
的爭端取得了部分休戰，並表示歐盟將不會對
更多美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
東布羅夫斯基斯說：“總而言之，拜登政
府上任至今過去了 100 多天，我們已經看到許多
積極的進展和遠比以前活躍的接觸。”
東布羅夫斯基斯說，美國的金屬關稅以及
歐盟 2018 年徵收的首批報復性關稅應該會盡快
取消，最遲不會超過今年年底。他說，歐盟和
美國正在敲定具體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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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地道戰”鬥法升級
未來地下作戰再成焦點

連日來，巴以在加沙地區激戰正酣。
據報道，在沖突中以色列著重打擊哈馬
斯地下設施，導致哈馬斯不少人員和裝
備的損失。
你挖我填，巴以地下“鬥法”多年
提到地下作戰，首先讓我們想到的
無疑就是《地道戰》。在影片中，中國
遊擊隊員利用地道和日軍鬥智鬥勇。在
二戰後的幾次局部戰爭中（如朝鮮戰爭
、越南戰爭），參戰軍民也通過這種
“深挖洞”戰術與坐擁軍力優勢的美軍
進行戰鬥。
巴以沖突中地道與反地道之爭也同
樣由來已久。哈馬斯 2007 年奪取加沙控
製權後，以方加緊封鎖這一地區，嚴格
限製人員和物資進出。以色列 2009 年大
規模進攻加沙後，哈馬斯等武裝組織投
入數千萬美元挖掘大量地道，據稱這些
縱橫交錯的地道長 10 多公裏，其中一些
還用混凝土加固，以防空襲和塌方，並
配有電力、通信設備和通風系統。這些
地道有的用於向加沙地帶輸送武器及其
他活動，有的則用來向以色列境內發動
襲擊，製造恐慌。而且地道中還隱藏著

哈馬斯的火箭彈製造場所、裝備維修場
所、火箭彈發射場所、指揮和控製中心等
等。黎巴嫩真主黨武裝同樣利用復雜地形
，修建了縱橫交錯的地下坑道網，最大深
度接近40米，可儲備大量武器及戰鬥人員
，這種地下坑道網攻防兼備，既能在敵方
空襲時保存有生力量，又可以對敵實施隱
蔽攻擊，讓以軍防不勝防。
以色列國防軍長期以來一直試圖摧
毀敵方地道網絡，但在一開始面對這種
戰術並沒有什麼特別有效的手段，只能
靠地面部隊掃蕩和重金懸賞有關地道的
情報，效果很不理想。後來為了打擊敵
方地下設施，以色列特意從美國引進了
重 113 千克的小直徑炸彈以及 2.267 噸重
的 GBU-28 重型鉆地炸彈，前者可以穿透
半米厚的巖石或者混凝土，後者可穿透
30 米厚的土地或者 6 米厚的加固混凝土
。同時，以色列自己也研發了 MPR-500
侵徹炸彈，這種炸彈重 227 千克，可以
穿透一米多厚的混凝土或者 4 層 200 毫米
厚的混凝土障礙（地板或掩體墻壁），
當炸彈爆炸時會釋放出 26000 個碎片，可
以殺傷半徑 100 米範圍內的人員目標。
除了鉆地彈等常規武器之外，以色

針對稀土
英國謀求建立本國供應體系
綜合報導 英國海普羅馬格公司正考慮從舊電腦硬盤中回收原本會被
扔進廢料堆的稀土磁鐵。該項目利用氫回收磁鐵，是由該公司的創始董事
之一、伯明翰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雷克斯· 哈裏斯開創的一項工藝。該項目不
僅是一個環保實驗，也是英國為建立本國稀土供應體系一部分。
報道稱，上述回收的磁鐵是新型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的組成部
分，這些汽車的電池由鋰提供動力，但其發動機、動力轉向系統和電動
窗使用稀土磁鐵。
海普羅馬格公司的一位創始董事艾倫· 沃爾頓說：“我們正在建立一條
可以把原生材料或再生材料投入其中的供應鏈。對磁鐵來說，建立一條利
用回收材料的供應鏈的速度要比從一個新礦獲得材料快得多。”
報道指出，稀土從地下開采出來，運到分離設施，被分為氧化物、金屬和
磁鐵。與開采鐵礦石等普通礦產相比，這是一個更加復雜昂貴的過程。
當地時間 13 日，在赫爾的薩爾滕德化工園區開工新建一個稀土加工
廠。由在倫敦上市的彭薩納公司建設的這家工廠上月獲得規劃許可證，
但初期仍需要 1 億英鎊（約合 1.4 億美元）資金，而且還要做更多工作才
能讓該公司在安哥拉的礦山運轉起來。
報道稱，該礦山大約需要 6 個月時間進行場地清理，另外還要 12 個
月才能建成。預計要到 2023 年才能開始生產。
報道表示，美國總統拜登正在
推進使該國減輕對海外稀土依賴的
計劃。歐洲也在實施類似計劃。英
國“保衛工程”計劃的目的也是減
輕在關鍵材料上的對外依賴。3 月發
布的《安全、國防、發展與外交政
策綜合評估》報告稱，當務之急是
“使英國的重要商品供應多樣化”
，例如稀土。
該報告還說：“我們將繼續探
究在國內開采和加工鋰等重要礦產
以及從廢料中提取、回收和再利用
這些礦產方面的機遇，以建設一個
可行的循環經濟。”

列近年來還將地震武器投入到實用階段
。據報道稱在 2019 年 12 月以軍發起的
“北盾行動”中，以軍使用了一種能夠
檢測地下異動的新型雷達，搜索目標地
區的地下隧道，然後配合“地震發生器”
對其進行破壞，它的原理是通過定向聲
波以及重力波來引發淺層地震，比起鉆
地彈的定向破壞，地震武器的攻擊範圍
可達幾十公裏，效率更高。在“北盾行
動”中，以軍宣稱發現並摧毀真主黨武
裝挖入以色列北部的所有跨境隧道。
另外從 2017 年開始，以色列決定在
加沙地帶修建一道巨大的地下墻（又被
稱為“地下混凝土感知屏障”），以阻
止哈馬斯武裝人員修建地道。這座混凝
土墻耗資 30 億謝克爾（6.4 億英鎊），高
約 8 米，沿以色列-加沙邊境綿延 65 千米
，配有用於探測地道挖掘的運動傳感器
。2020 年 10 月，有報道稱以軍首次通過
該“屏障”發現到一條聯通加沙地區與
以色列領土的秘密隧道。
在此次巴以沖突中，以軍成功通過
誘騙行動將對手埋入地下。在 5 月 14 日
淩晨，以色列軍隊突然對媒體宣布，以
色列地面部隊正在向加沙地帶發動進攻
，同時超過 9000 名以色列預備役已經被
動員起來。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以色列
軍隊要大舉進攻加沙地區，這時哈馬斯
開始重新調整部署，他們將本來分布隱
藏在居民區的大批火箭彈和火箭炮全部
收藏進地道當中，準備躲避以色列地面
部隊的打擊。但就在哈馬斯轉入地下後
，以色列突然出動 160 架戰機，對加沙
地區此前已經被定位的地道進行了 40 分
鐘高強度轟炸，近 450 枚鉆地彈、導彈
和精確製導炸彈炸垮了加沙地區大批地

道，至於以色列所稱的大規模地面進攻
也根本沒有發生。據估計，在地道裏隱
藏的哈馬斯士兵和裝備損失慘重，而直
觀的表現就是在 5 月 14 日夜裏加沙的哈
馬斯基本沒有任何軍事活動。在 5 月 17
日，以媒稱，以色列當天再次對哈馬斯
地下隧道網絡進行打擊，以軍動用了 54
架戰鬥機，它們在 20 分鐘內向 35 個目標
投下了 110 枚精確彈藥。
地下對抗，大國今後關註的重點
此次以軍對於哈馬斯地道的打擊確
實有其亮眼之處，但由於面對的是哈馬
斯這樣的“非對稱”對手，所以從研究
地下作戰的角度出發，巴以雙方的較量
還是位於比較初級的層次。
目前，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各國城市
化的推進，地下已經成為人類活動空間
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城市地下空間的
開發和利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許多城
市的地下設施如地下停車場、地鐵等，
在戰時都具備人防功能。有分析指出，
美國紐約市地鐵長達 255 公裏的地下段
可掩蔽 450 萬人，華盛頓市的地下車庫
戰時可掩蔽該市 50%以上人口。同時，
諸如伊朗、朝鮮這樣的國家為了應對霸
權國家的空中打擊，一直在國內大力進
行地下化建設，其大量關鍵設施和精銳
部隊都將得到地下長城的保護。未來的
地下空間更加廣闊，更加堅固，設施也
更加齊全，所以未來的地下作戰遠不是
掏幾個可供人員進出的地洞那麼簡單，
而是可能會出現高科技部隊在地下高強
度對抗，因此近年來各方都開始認真研
究地下作戰問題。
分析認為，地下作戰存在諸多難點。

如戰場空間受到地下空間的極大限製，
對作戰力量的大規模集結和機動、重型
武器的部署和運用、戰略物資的大規模
儲存和快速運輸等都會造成極大影響。
同時，作戰雙方特別是進攻方的戰場空
間態勢感知能力較差，各種通信手段受
限，不同部隊間協同困難。另外防禦者可
以借助地下空間進行隱藏、機動、休整、
支援保障，能有效地阻滯強敵的進攻。在
摩蘇爾戰役中，武裝分子對摩蘇爾城的老
式建築經過長時間改造，形成了龐大的地
下坑道體系，美軍支援的伊軍不得不花費
4 個月進行戰爭準備，並投入 13:1 的兵力
，最後耗時 9 個月，幾乎是計劃用時的 4
倍，才徹底收復這座城市。
為了更好的應對地下作戰，美軍等
已經有針對性的開始了準備。據美國陸
軍非對稱作戰研究小組介紹，此前奪取
城市大型地下設施的任務通常由特種部
隊承擔，如陸軍的“三角洲”或“遊騎
兵”、海軍的“海豹”突擊隊等。但鑒
於全世界軍用或可轉為軍用的地下設施
規模日漸龐大，奪取和控製這些設施將
從特種任務轉為常規任務。在 2017 年，
美國陸軍投入 5.72 億美元，加快推動其
31 個現役旅中的 26 個裝備新的作戰工具
，並展開訓練以便“在全球人口密集的
城市地區內的地下設施中作戰”。美陸
軍官員透露，地下作戰訓練所使用的模
擬環境設施由集裝箱改造而成，可以很
好地模擬黑暗、狹窄、氧氣含量低等特
點，且花銷不大。而陸軍地下作戰訓練
包括：如何在地下特殊空間進行有效導
航、通信、清除主要障礙物以及對敵發
起攻擊等。由此不難看出的是，未來地
下空間的軍事較量將更加激烈。

英國人開始慶祝
讓歐洲鄰國心態復雜
綜合報導 “這是危險的自由！”德國
新聞電視臺報道稱，英國從 17 日起放寬親
友擁抱和室內聚會等防疫禁令。許多英國
人開始慶祝“自由回歸”。但與此同時，
科學家則警告英國疫情正處於“危險時
刻”，歐洲各國也對英國的解禁十分擔心。
根據英國政府的最新規定，從 17 日開
始，民眾戶外聚會最多人數可達 30 人，允
許兩個家庭或 6 人在室內聚會。親人、朋
友可以再次擁抱。同時，不同住的家庭或
不在同一“社交泡泡”中的民眾，被允許
在一起過夜。參加婚禮、招待會、葬禮和
守靈的最多人數為 30 人。此外，酒吧、餐
廳，以及電影院、劇院、博物館等娛樂場
所也被獲準開放部分室內營業；酒店及提
供室內團體運動和健身課程的體育場所，
也被允許重新開放。
民眾還被允許到國外度假。英媒報道
稱，17 日，去機場的民眾明顯增加，大量
遊客湧向葡萄牙。葡萄牙是英國“旅行綠
色名單”中的 12 個目的地之一，也是唯一
在名單的歐盟國家。另一方面，葡萄牙 17
日也放寬對來自大多數歐盟國家和英國的
旅行者的入境要求。德國、丹麥等國自 5
月以來也已陸續放寬限製措施。希臘 15 日
正式向遊客開放，以期借旅遊旺季恢復受
疫情重創的旅遊業。德國《焦點》周刊 17
日稱，英國的接種率達 53.9%，但歐盟只

有 31.5%。英國雖是“接種榜樣”，但它
的新解禁措施給歐盟國家帶來了壓力。
盡管新冠疫情漸見曙光，但英國 16
日新確診的新冠病例仍有 1926 例，死亡 4
人，過去一周感染率上升了 8%。英國首
相約翰遜 16 日呼籲民眾慶祝解禁時也要
“高度警惕”。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也
敦促未接種的民眾盡早接種疫苗，以防
止新的印度變種病毒“像野火一樣”蔓

延。英國衛生部表示，印度變種病毒開
始在英格蘭部分地區“加速擴散”。英
國緊急情況科學咨詢小組的專家也擔心
，由於新的變種病毒的出現，英國現在
的解禁正處於“危險時刻”。科學家曾
向英國政府提出延遲解禁建議，但遭到
拒絕。德新社 17 日說，約翰遜政府計劃 6
月 21 日取消所有新冠限製措施，但印度
變種病毒可能挫敗他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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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未了颶風襲
印度遭遇 20 年最強颶風
在阿拉伯海形成的熱帶氣旋“陶
特”已經在印度西海岸登陸。這是 20 多
年來該地區遭遇的最強颶風。為躲避極
端天氣的影響，印度政府已經緊急撤離
了幾十萬民眾。
另一方面，印度的新冠疫情形勢依
然嚴峻。雖然 17 日的單日新增感染者人
數降至 30 萬人以下的水平，但是每天的
死亡人數依然保持在 4000 人以上。颶風
勢必給印度的新冠防疫工作造成巨大的
阻礙。
20 年來最強颶風襲擊印度
數十萬民眾撤離
法新社援引印度海軍消息稱，熱帶
氣旋“陶特”來襲之際，一艘船只在孟
買海岸附近沈沒，造成約 127 人失蹤。
印度海軍表示，已經出動兩艘船只和直
升機展開搜尋。
據 BBC 報道，日前在印度古吉拉特
邦登陸的熱帶氣旋“陶特”，其峰值被
歸類為“極端嚴重”，最高風速達到了
160 公裏/小時。這個颶風沿著印度西海

岸移動，並帶來強降雨、猛烈的風暴潮
和高達每小時 103 公裏的狂風。
印度氣象局警告稱，一些地勢低窪
地區可能因狂風暴雨及洪水而遭受重創
。在風暴到來前，已有 12 人死亡。另據
印度媒體報道，馬哈拉施特拉邦有 6 人
因風暴死亡。該邦首府孟買遭大雨和強
風襲擊，政府被迫暫時關閉當地主要機
場。
據印度氣象局表示，“陶特”是
1998 年以來襲擊該地區的最強氣旋，古
吉拉特邦和鄰近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都處
於高度戒備狀態。在颶風襲來之前，新
冠第二波疫情已經讓印度的公共醫療系
統處於癱瘓狀態。
為躲避極端天氣的影響，印度政府
對幾十萬人進行了疏散。目前，風暴已
導致一些地區的疫苗接種工作暫停，而
且在擁擠的避難所裏，病毒傳播的風險
更大。在古吉拉特邦，疫苗接種被暫停
兩天，政府盡力將數十萬人疏散到臨時
避難所裏。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維傑· 魯
帕尼已要求各級官員保證當地醫院的氧

氣供應。另外，孟買市政府已經將 580
名新冠病毒患者從專門的救治中心轉移
到了市立醫院。
另據印度媒體報道，防疫封鎖措施
可能也會影響風暴過後的救援工作。風
暴造成的破壞會毀壞道路，切斷新冠患
者所需疫苗和醫療用品的重要供應線。
此外，印度窮苦人群可能會在風暴襲擊
中承受更多重創，因為他們的經濟狀況
已經因新冠疫情而到達極限。
新增病例緩慢下降
死亡病例仍處高位
另據路透社報道，根據印度衛生當
局 5 月 17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在過去 24
小時裏，印度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增
281386 例，自 4 月 21 日以來首次低於 30
萬例。與此同時，印度的新增死亡病例
為 4106 人，繼續維持在 4000 人以上的規
模。
對於印度官方公布的這份數據，專
家們表示擔心。因為感染在農村地區仍
在不斷擴大，實際感染者恐怕會比官方

印度醫護人員短缺 9 萬名海外畢業醫生卻未獲執照
綜合報導 約 9 萬名持有海外醫學學位的印度醫生尚未獲得政府頒發
的執照，他們近日敦促印度政府，允許他們加入抗疫工作。
報道稱，印度目前是世界上受疫情打擊最大的國家，醫療系統已不
堪重負。然而印度留學生在海外醫學院獲得學位證書後，卻無法馬上加
入到抗疫工作中去，他們必須通過印度當地考試才能具備行醫資格。
印度醫學專家發出警告，隨著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印度將很快面臨
重癥監護室醫務人員短缺的問題。重癥監護室裏的很多病人將會因為沒
有醫生和護士的診治而死亡。上周，古吉拉特邦政府醫院的醫護人員因
為工作量超負荷集體舉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保險。
印度外國醫學畢業生協會主席納吉魯爾· 阿梅恩表示：“我們不是
一定要求讓這些國外畢業的醫學生進手術室操刀，但在這種緊要關頭，
他們必須獲準參與一線工作。盡管成千上萬的外國醫學畢業生有著世界
衛生組織都承認的學位，也都急切地想加入到抗疫工作中去，但卻只能
每天無所事事。”
印度國家考試委員會的官員表示，這些考試是強製性的，因為他們
沒有在印度接受過培訓。該委員會執行董事帕瓦寧德拉· 拉爾說：“他
們不習慣印度的醫療問題。”印度衛生部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統計的更多。新冠第二波疫情襲來的時
候，印度單日新增感染病例的最高峰超
過了 40 萬人，最近出現了減少的趨勢。
但是專家們並不認為這可以說明印
度第二波新冠疫情已經度過了高峰期。
與此同時，專家們還擔心擁有很強傳染
性的變異毒株 B.1.617 會在印度國內以
及其他國家進一步傳播開去。世界衛
生 組 織 （WHO） 首 席 科 學 家 蘇 美 爾 ·
斯 瓦 倫 米 納 森 表 示 ： “ 印 度國內還有
許多地方的疫情還沒有達到頂峰，感染
還在擴大。”
根據印度官方實施的檢查結果顯示

，印度目前全國的新冠病毒感染率為
20%左右。有擔心的觀點表示，今後印
度的感染率恐怕還會進一步上升。斯瓦
倫米納森表示：“印度許多邦的檢查做
得還不夠充分。所以，僅僅只看感染者
的人數是沒有意義的。”
據統計，現在印度新冠病毒感染者
預計將在未來幾天突破 2500 萬人，目前
累計死亡人數為 274390 人。一些專家表
示，印度實際的感染者和死亡人數可能
是官方統計數據的 5-10 倍。到目前為止
，印度完全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的人只
有 4040 萬人，只占印度總人口的 2.9%。

26.6 萬元人民幣！

日本町長偷建天價衛生間 民眾批評
綜合報導 一間廁所竟花費約 26.6
萬元人民幣。據日本《每日新聞》報
道，位於大阪市和神戶市之間的兵庫
縣豬名川町（町類似中國的鎮），人
口僅有 3 萬左右，但該町町長卻私自
修建了一個堪稱天價的專用衛生間，
引發不少質疑與批評。
報道稱，在豬名川町政府辦公樓
2 樓的町長辦公室裏，有一間專門為
74 歲町長福田長治設計的衛生間，而
這件事直到兩年前才被公之於眾。
2019 年 6 月，該町議員福井澄榮在議
會上就町長專用衛生間提出質疑。據
悉，2017 年 6 月，豬名川町政府花費
4516560 日元（約合 26.6 萬元人民幣）
修建了新衛生間。町長辦公室內原有

的盥洗池被拆除，並新安裝了照明、
通風設備以及溫水沖洗馬桶等。然而
相關費用在預算和結算的資料中沒有
記載。此事在福井議員提出質疑後引
發當地民眾的廣泛關註。
對此，福田長治町長在接受采訪
時稱，“辦公樓太舊了，原來的衛生
間需要翻新。每天都有町議員來我的
辦公室，我沒有要隱瞞這個衛生間的
意圖。”
除福田外，日本近年來屢次發生
地方官員私自改造辦公室的醜聞。比
如，千葉縣市川市長村越祐民就曾被
揭露在辦公室內私設淋浴裝置等。有
觀點認為，此類事件反映出一些日本
官員的特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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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球健康峰會發表重要講話 承諾五方面支持全球團結抗疫

：

習近平

中國焦點

倡設新機制 推進疫苗公平分配
● 21 日晚
日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在北京以視頻
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會，
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會
，並發表題為
並發表題為《
《攜手共建人
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的重要講話
的重要講話。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 月 21 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在北
京以視頻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共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的重要講話。習近平在講話中宣布，中國倡議設立疫苗合作國際論壇，由疫苗生
產研發國家、企業、利益攸關方一道探討如何推進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

習近平指出，一年多來，新冠肺炎疫情起伏
反覆，百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仍在

肆虐。早日戰勝疫情、恢復經濟增長，是國際
社會首要任務。二十國集團成員應該在全球抗
疫合作中扛起責任，着力提高應對重大突發公
共衞生事件能力和水平。

提 5 點意見彌合免疫鴻溝
習近平提出5點意見：
第一，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抗擊疫情是為了人民，也必須依靠人民，
必須以極大的政治擔當和勇氣，以非常之舉應
對非常之事，切實尊重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
嚴，保證人民群眾生活少受影響、社會秩序總
體正常。
第二，堅持科學施策，統籌系統應對。
要統籌藥物和非藥物干預措施，統籌常態
化精準防控和應急處置，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二十國集團成員要採取負責任的宏
觀經濟政策，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順暢
運轉，繼續支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困難特別大
的脆弱國家。
第三，堅持同舟共濟，倡導團結合作。
要秉持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堅決反
對各種政治化、標籤化、污名化的企圖。搞政
治操弄絲毫無助於本國抗疫，只會擾亂國際抗
疫合作，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更大傷害。
第四，堅持公平合理，彌合“免疫鴻溝”。
要摒棄“疫苗民族主義”，解決好疫苗產
能和分配問題，增強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
負擔性。疫苗研發和生產大國要負起責任，多
提供一些疫苗給有急需的發展中國家。多邊金
融機構應該為發展中國家採購疫苗提供融資支
持。世界衞生組織要加速推進“新冠肺炎疫苗

實施計劃”。
第五，堅持標本兼治，完善治理體系。
要加強和發揮聯合國和世界衞生組織作
用，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更好反映發展中國家
合理訴求。要提高監測預警和應急反應能力、
重大疫情救治能力、應急物資儲備和保障能
力、打擊虛假信息能力、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支
持能力。

再提供 30 億美元國際援助
為繼續支持全球團結抗疫，習近平宣布：
．中國將在未來 3 年內再提供 30 億美元國際援
助，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抗疫和恢復經濟社
會發展。
．中國已向全球供應 3 億劑疫苗，將盡己所能
對外提供更多疫苗。
．中國支持本國疫苗企業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
術轉讓，開展合作生產。
．中國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識產權豁
免，也支持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早日就
此作出決定。
．中國倡議設立疫苗合作國際論壇，由疫苗生
產研發國家、企業、利益攸關方一道探討如
何推進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
習近平最後強調，讓我們攜手並肩，共同
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共同守護人類
健康美好未來！
全球健康峰會由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意大利
和歐盟委員會聯合倡議舉辦。會議以視頻方式
進行，主要討論合作應對疫情、加強今後大流
行防範等問題。

中巴建交70周年 習近平：互信始終堅如磐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5 月 21 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巴基斯坦總統阿爾維就中巴建交
70周年互致賀電。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
候戰略合作夥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兩國互信和友誼歷經 70 年國
際風雲變幻考驗，始終堅如磐石。近年來，在雙方
共同努力下，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給
兩國人民帶來重要福祉，為地區繁榮增添強勁動
力。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國和巴基斯坦患難與
共、真誠互助，兩國“鐵桿”情誼得到進一步昇
華。
習近平強調，我高度重視中巴關係發展，願同
你一道努力，深化兩國戰略溝通和務實合作，推動
中巴經濟走廊高質量運行，攜手構建新時代更加緊
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祝中
巴友誼萬古長青。
阿爾維在賀電中表示，70 年來，巴中兩國始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 21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歐投資協定不是誰對
誰的恩賜。中方始終抱有誠意促進雙方合作，希望歐方
與我們相向而行，少一些情緒宣洩，多一些理性思考，
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確決定。
有記者提問，歐洲議會已通過有關凍結批准中歐投資
協定的動議，將中國撤銷對歐方制裁作為批准有關協定的
前提。中方對此有何回應？對中歐投資協定的前景持何態
度？
趙立堅表示，歐盟不顧中方嚴正立場和強烈反對，基
於謊言和虛假信息，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執意作出單邊
制裁的錯誤決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損害中歐關係。中方對惡意傳播
涉疆謊言和虛假信息，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利益的歐盟有

關機構和人員實施制裁，是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對
歐方搞制裁對抗作出的必要、正當回應。
趙立堅指出，歐方無理制裁導致當前中歐關係出現困
難，這是中方不願看到的，責任不在中方。希望歐方認真
反思。我們有發展中歐關係的誠意，也會堅定維護自身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制裁對抗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也不
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相處之道，對話合作才是正道。
“解鈴還需繫鈴人”。歐方應該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放棄對抗性做法，通過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推動中歐
關係克服當前困難，重回對話合作的正確軌道。
他進一步強調，中歐投資協定是一份平衡、互利共贏
的協定，不是誰對誰的恩賜。中方始終抱有誠意促進雙方
合作，希望歐方與我們相向而行，少一些情緒宣洩，多一
些理性思考，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確決定。

● 今 年 一 季
度，歐元區和歐
盟經濟分別環比
下 降 0.6% 和
0.4% ， 均 為 連
續第二個季度下
滑。圖為人們走
在比利時布魯塞
爾的購物街上。
新華社

中歐投資協定 凍結 審議影響幾何？

中方：中歐投資協定不是誰對誰的恩賜

團結一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同甘
共苦。在習近平主席的堅強領導下，巴中關係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牢固和生機勃勃。巴方非
常感謝中方為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寶貴支
持，願同中方密切協調辦好慶祝建交 70 周年慶祝活
動，增進兩國人民對巴中關係深度、廣度和生命力
的理解，努力將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成為“一帶一
路”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工程，打造新時代更加緊密
的巴中命運共同體。
同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巴基斯坦總理
伊姆蘭互致賀電。李克強在賀電中說，中方始終將
巴基斯坦置於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願同巴方共同
努力，推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下一個
70年裏邁上更高水平。
伊姆蘭在賀電中說，巴基斯坦政府堅定致力於
加快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願同中方共同努力推
動巴中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入發展，為
兩國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歐洲議會於
當 地 時 間 5 月 20
日大比數通過決
議，凍結審議中
歐投資協定，直
至中國先解除今
年 3 月對歐洲議會個別議員的反制
裁措施。相關學者認為，雖然該審
議不具備法律效力，但一定程度上
會影響中歐投資協定的進程。
據歐洲議會官網發布新聞，該
決議於 20 日以 599 票贊成、30 票反
對和 58 票棄權的表決結果獲准通
過。目前，歐盟及歐盟 27 個成員國
政府都未表態支持“凍結”協定，
此前德國總理默克爾更是多次公開
捍衛中歐投資協定，德國經濟部長
也表態保留協定，一些德國商界人
士也直言：“我們不能脫鈎，中國
太大太重要了，不能簡單地一走了
之。”
凍結審議，中歐投資協定前景
如何？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
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丁純 21
日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不必把
“凍結”審議中歐投資協定的動議
看得過於嚴重，因為不具有非常強
的法律意義。但要注意“凍結”本
身所釋放的意涵，畢竟該協定需要
獲得歐洲議會的批准才能生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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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現在的氛圍不利於審議中歐投資
協定。
“凍結”審議對中歐投資協定會
造成哪些實質性影響？丁純認為，這
取決於後續發展的兩個方面：第一，
“解鈴還須繫鈴人”。從長遠來說，
該協定有利於中歐根本利益，永遠“凍
結”審議對雙方沒有好處，這或許也
是為什麼歐盟理事會、歐委會或歐盟
主要領導人至今對“凍結”沒有明確
回應的緣故。
第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三
方，也就是美國的影響。美國顯然對
於中歐投資協定持負面態度，歐洲議
會的決議中也提到要加強與美國在對
華問題上的合作。這反映出歐洲部分
人的想法和觀點，即希望重回“大西
洋蜜月期”，與美國聯手施壓中國。
但這不是符合歐洲戰略利益和戰略自
主的共識性的觀點。
丁純表示，從某種意義而言，
歐洲議會當中的相關團體想要給中
歐投資協定“踩剎車”，至於能否
剎得住？還需要看歐洲民眾、政黨
和政治家及工商界後續抉擇。總體
來看，情況不至於那麼悲觀，目前
只是博弈當中的某一個階段，中歐
投資協定還沒有完全“死掉”，不
過“凍結”審議的確也會給協定正
常的簽署和推進，帶來一定的困難
和不確定性。
●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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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問一號”任務中，理大兩支跨學科研究團隊與中國
空間技術研究院合作，分別於選取火星着陸點，以及製

國家首次火星探測任務
“天問一號”近日順利“落

作精密“火星相機”監視着陸情況作出重要貢獻。該校 21 日
特別舉行記者會“解密”。
曾先後參與嫦娥三號、嫦娥五號探月工程的吳波分享，
團隊協助選取火星着陸點的工作早於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間開
始。當時，他們分析火星的地理數據，篩選出三個候選着陸
區，分別是亞馬遜平原、克里斯平原及烏托邦平原，均位於
北緯 5 度至 30 度，三地的地理環境太陽日照充足，有助太陽
能電池板供電；溫度適中，且海拔較低，可延長探測器降落
時減速的時間；地形平坦，有利於探測器安全降落。

火”，標誌着中國航天發展的
重要里程。是次歷史性的重大
科學探索工作，香港理工大學的科學家參與其中，為指引探測
火星的路向及監察着陸狀況作出重要貢獻：理大土地測量及地
理資訊學系教授吳波研發的創新地形測量及地貌分析方法，包
括分析火星的地理數據，選定火星北半球廣闊烏托邦平原為着
陸區，及以“天問”2 月進入環火軌道後取得的最新資訊，結合

分析逾200多萬塊石塊67萬個撞擊坑

3D 測量與人工智能技術，迅速深入檢視平原各處的細緻地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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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深入分析，在烏托邦平原中，進一
步選定方框位置的初步着陸區域。圖為“天問一
號”軌道器上的“高分相機”
拍攝的目標着陸區圖像。
理大供圖

風險指數
<0.2
0.2 - 0.4
0.4 - 0.6
0.6 - 0.8
0.8 - 1
1 - 1.5
1.5 - 2
>2
●在目標着陸區之中，團
隊以人工智能分析該處逾
67萬個撞擊坑的情況。
理大供圖

●吳波（左）與容啟亮（右）在“天問一號”任務中分別負
責着陸點分析及“火星相機”的工作，為國家首次火星探測
作重要貢獻。
理大供圖
拍攝得更為仔細的最新圖像。3 月中旬起，團隊對傳回圖像進
行解析，務求在5月初決定最後的着陸地點前分析好地貌。
在更充足資訊下，團隊對首選着陸區內撞擊坑、火山
錐、石塊密度進行精密檢視，包括利用自主研發的“三維集
成測量模型”生成該處 3D 地形模型，再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提
取分析逾 200 多萬塊石塊及超過 67 萬個撞擊坑，最後製作出
全面的目標着陸區風險指數圖，為國家航天局提供三個橢圓
形的候選着陸小區域，而“天問一號”最終亦在其中一個橢
圓形區域附近安全着陸。

僅個半月時間按新資料評估
被問及選定目標着陸區的挑戰，吳波直言，由於今次是
國家首次火星探測，未有建立自己的火星數據庫，所以前期
工作只能暫時使用美國、歐盟的資料；由“天問”進入環火
軌道獲得新資料至確定目標着陸區僅得約一個半月時間，可
說是分秒必爭，團隊各成員為趕工日以繼夜工作，多次於實
驗室留宿。
他形容，“天問一號”任務是龐大工程，成千上萬人的
努力成果，而團隊作為其中的一顆“螺絲釘”，亦全力以
赴，精益求精，終於成功在限時內完成工作，大家都對於能
參與國家火星探測深感榮幸。

克服極端溫差
“火星相機”
狀態佳

●團隊全面分析火星環境影響着陸因
素，製成目標着陸區的風險指數圖。紅
色十字（紅圈內）為最終着陸點，位於建
議着陸橢圓形的中心點附近。 理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在
“天問一號”中，理大研發的“落火狀
態監視相機”（“火星相機”）負責監
視着陸情況及火星周遭環境，以及“祝
融號”火星車的操作狀態等，在任務中
擔當了關鍵角色。領導團隊研發的理大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鍾士元爵士精密工
程教授、精密工程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
容啟亮 21 日形容，“火星相機”以克服
太空旅程中極端溫差、輻射、機械振動
等挑戰而設計，期待相機能有效發揮其
功用，拍攝到火星的壯麗景色以及火星
車打開及運行的情況。

“火星相機”重約 390 克，非常輕
巧，然而外殼十分堅固，可以抵受穿梭
地球與火星超過九個月的旅程期間出現
約攝氏150度的極端溫差，及後須能在火
星表面極低溫的環境下運作，並要承受
相等於地球地心吸力6,200倍的衝擊。

120度水平視野 利攝超廣圖象
同時，“火星相機”亦具備廣闊測
量視野（水平視野範圍達到 120度，對角
線視野範圍達到 170度），可顯著減低圖
像變形的程度，方便拍攝超廣闊的圖像
及影片作科研之用。

監視“祝融號”操作狀態
多次在國家航天任務貢獻科學力量
的容啟亮在記者會上分享，團隊自 2017
年起開始投入“火星相機”的研究、設
計及製造，經過不懈努力去年成功交
付。在是次“天問一號”的任務中，
“火星相機”搭載着陸器外層平台上，
主要作用為監視着陸情況、火星周遭環
境，以及成功降落後“祝融號”的操作
狀態，包括太陽翼的打開及天線狀況。
這些資訊對掌握巡視器能否在火星表面
成功巡視至關重要。

●
“天問一號”最新傳回的登陸火星圖
片，可見理大研發的“火星相機”位置
（紅圈示）。
國家航天局圖片

着陸點位置

﹁

天問

國家航天局圖片

﹂

風險

機遇

高程（elevation，即相對高度）：指某一點相對於基準面的
高度，與地球上海拔相似，是重要因素之一。

科學家利用衛星遙感光譜圖
像分析可以測出火星上具有
的物質，包括含水鐵/鎂黏
土礦物（Fe/Mg clay minerals）、 含 水 鋁 層 狀 硅 酸 鹽
（Al phyllosilicate mineral）
及橄欖石等，此類物質多在
撞擊坑周圍。

着陸區地貌風險與機遇

天問一號
着陸器

港理大團隊結合 測量 技術評估風險 成功搜索安全降落區

指路 天問 着陸
細析火星地貌

其後，該團隊經詳細研究後發現亞馬遜平原沙塵多，如
貌，包括相對高度、坡度，以及數以百萬計的隕石坑與石塊分
風沙吹蓋太陽能板不利於火星車運作，而克里斯平原地形複
雜，認為烏托邦平原較為理想。吳波進一步解釋，烏托邦平
布等進行風險評估，成功搜索出數個可能着陸點供國家航天局
原是火星北半球最大的撞擊盆地，遍布沉積物，可能是遠古
作最終選擇，是“天問”安全抵達與開展工作的幕後功臣。
海洋，深入探測幾十米深可能會有水或冰的存在，便於探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火星是否有生命的痕跡。
經過進一步對烏托邦平原的相對
高度、坡度的分析後，團隊發現風險
較小的A、B區。A區位於烏托邦平原
上一形成年齡為赫斯珀利亞紀（Late
Hesperian）晚期的低地單元（Lowland unit）上，年齡約33.4億年，包
含周圍高地和流域形成的河流，或湖
泊或海洋和沉積物，普遍被冰凍作用
及沉積成岩作用所覆蓋；B區年齡為
30億年，較年輕，位處東部埃律西昂
火山（ElysiumMons），該山峰的高
●圖為火星北半球圖像，其中
度為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兩倍。
烏托邦平原為最終選定的目標
作為前期準備工作，他們初步
着陸區。
理大供圖
選出包括 A 區域及 AB 中間區域，大
約 70 公里×180 公里大小，面積約
11 個香港大的首選着陸區。隨着
“天問一號”今年 2 月進入環火軌
道，陸續收到軌道器“高分相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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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坡度較大，對於平穩着陸帶來風險，因此要選取坡
度小於8度的區域，以滿足着陸的安全條件。

撞擊坑：為火星表面通過隕石撞擊而形成的環形的凹坑。
如着陸器落地時跌入坑中，或一隻腳陷入坑裏，計劃都會
失敗，因此團隊利用人工智能主動機器學習算法
（AI-based Active Machine Learning）分析選取撞擊坑密
度較小的地方。
火山錐：由熔岩流或火山碎屑沉積物等堆積而成的山丘。
是火星地表的凸起處，亦是着陸器降落需避開的區域，要
選取火山錐密度較小的地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5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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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托邦平原包含來自周圍高
地和流域形成的河流/湖泊/
海洋和沉積物，可能夾雜火
山熔岩及碎屑，普遍被冰凍
作用與沉積成岩作用影響及
覆蓋。應用雷達可探測到是
否會有水或冰的存在，探尋
生命的痕跡。
資料來源：理大吳波團隊

E

資料來源：新華社

石塊：石塊亦是着陸器平穩着陸的
“絆腳石”
，為避開石塊，
團隊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算法（AI-based Deep Learning）在整個目標着陸區域提取分析逾200多萬塊石塊。

Ave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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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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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臺灣參與 WHA 休士頓僑界首辦車遊
【本報訊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及美南
美南分會、
臺灣旅館公會於 5 月 22 日上午聯合舉辦 「全
僑支持臺灣參與世衞大會（
僑支持臺灣參與世衞大會
（WHA)
WHA)車遊
車遊」
」活
動。當日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後停車
場舉行的啓程典禮，
場舉行的啓程典禮
，獲大休士頓地區張世勳
、 吳光宜
吳光宜、
、 陳美芬
陳美芬、
、 劉秀美及陳建賓等 5 位
僑務委員全員出席支持，
僑務委員全員出席支持
，和在場近百位僑團
代表、
代表
、 青年文化志工
青年文化志工（
（FASCA)
FASCA)及僑胞一起
及僑胞一起
表達臺美社區支持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的立場
。
典禮中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孫玉玟、
典禮中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孫玉玟
、
救助協會會長黎淑瑛、
救助協會會長黎淑瑛
、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
及僑務委員們分別簡短致詞；
及僑務委員們分別簡短致詞
；文教中心主任
陳奕芳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突破傳統，
陳奕芳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突破傳統
，首次以
車遊活動支持臺灣參與國際事務。
車遊活動支持臺灣參與國際事務
。駐休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同一時間在

達拉斯參加另一場支持臺灣參與
世衞大會的車遊活動；
世衞大會的車遊活動
；他除了以
短片向參與活動的僑領致意，
短片向參與活動的僑領致意
，感
謝支持臺灣參與世衛大會，
謝支持臺灣參與世衛大會
，同時
送上臺灣鳳梨乾，
送上臺灣鳳梨乾
，祝願臺灣前景
「旺」起 「來」。
典禮之後，
典禮之後
，熱情的僑胞及青
年文化志工夾道揮舞著中華民國
及美國國旗，
及美國國旗
，歡送由救助協會副
會長嚴傑領軍、
會長嚴傑領軍
、 20 部汽車組成
的車隊出發。
的車隊出發
。一路上
一路上，
，警車前導
車隊緩緩行經華埠，
車隊緩緩行經華埠
，並迤邐慢行
於休士頓商業區；
於休士頓商業區
；車輛上裝飾的
中華民國及美國國旗一路飄揚，
中華民國及美國國旗一路飄揚
，
車隊凱旋歸來，
車隊凱旋歸來
，相約明年再見
相約明年再見。
。（記者秦鴻鈞攝 ）
挺臺灣入世衞的英文布條尤其顯
眼，吸引道路兩側民眾注視
吸引道路兩側民眾注視。
。在
地華埠希爾頓花園酒店，
地華埠希爾頓花園酒店
，參與的僑領及僑胞
近兩個小時的遊行活動之後，
近兩個小時的遊行活動之後
，車隊抵達目的
依舊精神抖擻，
依舊精神抖擻
，相約明年再來
相約明年再來。
。

參與車隊遊行的僑領僑胞一起為臺灣加油，咸信臺灣一定
參與車隊遊行的僑領僑胞一起為臺灣加油，
「旺」 起 「來」 。（記者秦鴻鈞攝 ）

德州醫學中心（
德州醫學中心
（TMC)
TMC)周五舉行
周五舉行 反亞裔歧視集會
工作。沈默的我們應該站
起來了，為我們自己，為
所有被欺負的少數族裔而
發聲。
休大的白先慎教授緊接
著上台表示：今天我們面
對的不是一種病毒，而是
兩種病毒。其中之一已經
存在很長時間了。2017 年
，在醫療中心就出現了這
種種族特徵病毒的新變種
。對亞裔科學家的調查在
亞裔美國人社區中造成如
此多的困惑，焦慮和恐懼
。我要感謝 Klotman 總裁
圖為醫學中心的 「反亞裔歧視集會
反亞裔歧視集會」」 現場
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右起
右起）
）白先慎教授
白先慎教授，
，鄭暉教授
鄭暉教授，
，施慧倫博士在演講會現場合影
施慧倫博士在演講會現場合影。
。 ，Provost Monroe 總裁和
Adam Kuspa 副 總 裁 在 支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貝勒醫學 也分別在大會上演講。全場鴉雀無聲，十分專
持亞裔美國人科學家和國際合作方面所發揮的
院黃仕霞教授主辦的 「德州醫學中心（TMC) 注，只有在結束時才爆起如雷的掌聲。
領導作用。自 2018 年以來，貝勒一直是這場大
反亞裔歧視集會，於周五（5 月 21 日）中午在
集會在一起主辦人黃仕霞教授的開場白，
流行黑暗中的亮點。
醫學中心貝勒醫學院 「貝勒猶太研究所」門口 表明她辦這場集會之因，並得到各界廣泛的共
白教授說：去年，這種病毒的另一個突變
的草坪舉行，共有師生 500-600 人參加。包括 鳴和協助。貝勒醫學院的教務長兼高級副總裁
以仇恨的形式出現了。為了回應持續的種族歧
：貝勒醫學院、MD 安德森癌症中心、UT 健康 Alicia Monroe 以” 聲援亞洲社區” 發表談話，
視和反亞洲仇恨，白先慎教授為他當天在現場
科學中心、萊斯大學、休士頓大學、研究生多 表示我們今天的集會,並非為醫學中心內的這些
發 放 的 400 個 黃 色 口 哨 作 說 明 ： Agnes
元化協會、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貝勒醫學院 人，而是為全美廣大的亞裔社區人士爭取應有
Hsu-Tang 徐心眉博士（及其朋友）提出了”
台灣學生和學者協會、美國華人生物科學家協 的尊重和權益，人權的平等。身心靈健康的施
黃色哨聲”的想法。作為一名考古學家，徐心
會、KWISE(韓國科學與工程女性）德州分會等 慧倫博士,接著發表談話表示：五月是亞裔傳統
眉在沙漠中進行野外作業時吹口哨。它是一種
多家社團。華人的科學家白先慎教授、身心靈 月。美國國會和拜登總統，剛剛簽署了反對仇
簡單而通用的設備，可以在沒有語言障礙的情
健 康 的 Helen Shih( 施 慧 倫 博 士) 代 表 UCA 及 視亞裔的法案。我們應該支持吳元之州議員
況下尋求幫助，提高認識並發出警報。黃色是
OCA 的代表陳綺玲（Debbie Deborah Y. Chen ) Rep.Gene Wu,在德州立法會上，通過同樣的法
水仙花和向日葵的顏色，標幟著春天的到來，
律師分別發表談話，捍衛科學，捍衛平等，而 案。她並代表因開會不能前來的吳元之州議員
帶來了希望，樂觀和啟迪。黃色哨聲象徵著我
Baylor 的華裔科學界代表黃仕霞教授，鄭暉教授 發言：我們的父母從小就交給我們忍耐和默默
們在反對歷史歧視和反亞洲暴力的共同鬥爭中

的奮鬥，自我保護和團結。哨子上印有” 我們
屬於 “一詞，表明我們都屬於這裡。除了美洲
原住民，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移民。多樣性確
實是美國的獨特優勢。我們需要尋求每個團體
都可以發揮的力量。我們付出了汗水，眼淚和
鮮血。我們有權為我們大聲疾呼。
白教授也提到在前一天白宮所舉行的 「亞
裔基金會」成會議，拜登總統和副總談哈里斯
專程參加會議，以確保參與者對 AAPI 社區的承
諾。有一種亞裔美國人基金，它的地址就在
Katy。它是由一群機管局商人創立的，他們認
捐了 1.25 億美元，另外還有 1.25 億美元來自商
業捐贈，目的是動員反仇恨並倡導更好的代表
權。昨天，與會人員提出的事先的工作計劃，
並宣佈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私人資金承諾，以打
擊反 AAPI 仇恨，並推進對 AAPI 社區的研究和
公眾教育。
白教授當天帶四百個口哨到現場，並表示：我
們將為亞裔美國人為美國做出的貢獻以及美國
為世界帶來的貢獻感到自豪。我們需要讓所有
人知道我們過去的歷史和經歷的艱難時光：我
們的歷史，我們的遺產，我們的鬥爭和我們的
貢獻。我們屬於這裡。如果您還沒有黃色哨子
，請選取一個。
當天，發表演講的還有醫學博士 Lavannya
Mundayatil Pandit 談 「華 裔 美 國 人 在 COVID -19 期間進行反亞洲歧視” 。 鄭暉教授談
” 科學領域的亞裔美國人”, Jeff Yau 博士談”
成長為亞裔美國人 “以及 OCA 的代表陳綺玲律
師談” 作為亞洲共同體採取行動”等等。最後
，全體與會者在集會結束時一起吹白教授帶來
的黃色口哨，發出自己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