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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6/19/2021

（中央社）法新社報導，聯合國難民署最新
報告顯示，全球流離失所的人數在2019年創下
新高，2020年又比前一年多出約300萬人，世界
各地約每100人就有1人被迫逃離家園。

這份報告凸顯出發生在像是敘利亞、阿富汗
、索馬利亞與葉門等地的長年戰爭危機，讓人民
持續逃離；而像是衣索比亞和莫三比克等地突然
爆發的衝突，也讓流離失所的人數暴增。

聯 合 國 難 民 署 高 級 專 員 格 蘭 迪 （Filippo
Grandi）告訴法新社，在疫情期間， 「所有事情

都停擺了，包括經濟，但是戰爭、衝突、暴力、
歧視與迫害都沒有停，這種種因素讓人們繼續逃
離家園」。

聯合國難民署發現，在 2020 年年底前，有
多達8240 萬人成為難民、尋求庇護或在自己母
國內流離失所，人數之多創下紀錄，比2011年
的約4000萬人高出一倍多。

根據報告，全球流離失所的人當中，高達
42%是18歲以下男孩和女孩。

格蘭迪說： 「這麼多孩子生來就過著顛沛流

離的生活，這個悲劇就應足以讓我們付出更多努
力，來防範、終結衝突和暴力。」

2020 年結束以前計有約 2640 萬人過著難民
生活，其中包括570萬巴勒斯坦人。

2020年至少有164國因疫情關閉國界，其中
半數以上國家對尋求庇護者和難民也沒有通融餘
地。

土耳其收留約370萬名難民，居全球之冠；
其次是哥倫比亞收留170萬人，巴基斯坦和烏干
達各收容140萬人，德國收容120萬人。

聯合國聯合國：：逾逾82008200萬人流離失所萬人流離失所 1010年來翻倍年來翻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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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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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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ited by Consul General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lexander
Zakharov, I attended the Russian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Almost
two hundred guests came to
celebrate and express their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national
day event.

Ambassador Zakharov wanted all
the guest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e
wants the summit in Geneva to
come to a positive conclusion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s.

Two Russian astronauts also
came to the party talked about
their wonderful experience with
their American colleagues.

No doubt, Russia’s military and
space technology is still very
strong and try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many ways.

In Geneva, two heads of state at
the summit couldn’t arrive at a
very good conclusion as
expected, and it was agreed
upon to send the ambassador
back to the capita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represented the Republic of
Guinea by attending the Russian
National Day party. I met many
diplomats and consuls at the
event. We all toasted vodka and
caviar. It is very strong and
tastes good.

We are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these days. We all

hop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me
into agreement because the
world needs peace and
prosperity.

0606//1818//20212021

Celebrating Russian National DayCelebrating Russian National Day

應俄羅斯駐休斯敦總領事扎哈羅夫(大使銜
）之邀 ，日前參加了慶祝俄羅斯國慶，到賀者
除了當地政府國務院官員之外，各國駐在休斯

敦之總領事暨外交代表二百人参加。
扎哈羅夫大使在酒會上高度讚揚美俄兩國

民間交流之頻繁，他希望兩國政府領導人在日
內瓦之會晤帶來良好的結果。

席間有二位俄羅斯太空人及美國的前太空
總署官員分別講述雙方過去在太空合作之成果
。

無可諱言，俄羅斯在航太及軍事上之实力
仍然在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從蘇聯瓦解之後，
兩國關係就從未友好或和解過。

拜登總統和普京總統在日內瓦之高峯會談
，除了同意雙方遣返大使之外，對許多纠紛包
括骇客入侵、交換间諜皆未达成協議。

這是我首次代表幾內亞政府參加俄羅斯之
國慶酒會，會中碰見了許多國家之總領事及國
務院官員，我們大家同嚐了俄國的魚子酱和伏
加特酒，一個字：好！

我們希望美俄兩國能達成協議，在世界事
務上各让一步，才是世界之福。

俄羅斯大使之外交酒會俄羅斯大使之外交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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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項針對醫療人員所做的研究顯
示，曾罹患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的人不一定能長期預防二度染疫，尤其是面對
新的 「高關注變異株」（variants of concern）
。

世界衛生組織（WHO）目前列有 4 種
「高關注變異株」，分別是最早在英國發現的

Alpha；最早在南非發現的 Beta；最早在巴西
發現的Gamma；最早出現於印度的Delta。

英國 「衛報」（The Guardian）報導，牛
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研究員發現，曾
罹患 COVID-19 的醫療人員，免疫反應存在
顯著差異，有些人在6個月後看起來比其他人
更有能力對抗這種疾病。

和英國冠狀病毒免疫學聯盟（UK Coro-
navirus Immunology Consortium）一起執行這
項研究的科學家表示，研究結果凸顯了人人接
種疫苗的重要性，不管先前是否曾染疫。

研究資深作者、牛津大學肝病學和實驗醫
學教授巴恩斯（Eleanor Barnes）說： 「看看感
染後的免疫反應軌跡，多半還是能在6個月後
偵測到，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很大。」

「這和疫苗接種截然不同。如果接種疫苗
，會得到相當強健的（免疫）反應，但自然染
疫者的反應很多樣。」

研究員分析曾在去年4月到6月感染CO-
VID-19的78名醫護人員血液樣本，包括有症
狀和無症狀者。

接著在感染後6個月間，每月檢驗樣本，
以確認各種免疫反應，包括針對病毒的不同類
型抗體、製造抗體及留存疾病記憶的B細胞，
以及透過消滅感染細胞來降低疾病嚴重性的T
細胞。

研究作者在尚未接受同儕審查的預印本中
敘述，他們利用一套定序迭代建模的機器學習
系統，探究一個人的早期免疫反應和病情嚴重
程度是否能用來預測長期免疫力。

研究第一作者托米奇（Adriana Tomic）指
出，抗體和T細胞反應在一個月時的特徵，預
測了6個月時的抗體反應強度。

在第1個月產生微弱免疫反應的人，多數
在 6 個月時就偵測不到可以消滅 Alpha 變種的
抗體。沒有任何受試者具備能對抗Beta變種的
抗體。至於目前在英國流行的Delta變種，資
料尚待研究員分析。

雖然多數出現症狀的醫護人員6個月後都
有可測量的免疫反應，超過1/4的人卻沒有。
研究員發現，逾90% 無症狀感染者6個月後沒
有明顯免疫反應。

巴恩斯說： 「在我們看來，曾染疫未必能
長期保護一個人免於感染 Sars-Cov-2 病毒，
尤其是高關注變異株。」

她還說，大家不應仰賴曾經感染的事實來
保護自己免於罹患後續疾病，接種疫苗才是正
途。

研究：曾染疫也難防變種病毒
打疫苗才是正途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接連兩天以壓倒性多數
票快速通過6月節為國家獨立日(Juneteenth Na-
tional Independence Day) , 並由剛從歐洲訪問歸
來的拜登總統立即簽署為法律,成為美國第12個
國定假日, 速度之快極為罕見, 這是自 1983 年
美國明訂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近40年以來國會
所批淮的第一個國定假日, 意義非比尋常。

“ 6 月節”( Juneteenth) 是紀念林肯總統
於 1863 年在內戰期間發布不朽歷史文獻令
《解放奴隸宣言》後兩年,非裔奴隸於 1865 年
6 月 19 日在德州蓋文斯頓獲悉被解放的那一天
, 由英文 6 月（June）和第 19（Nineteenth）兩
個單字組成, 這是黑人在美國遭受 156 年極端
不平等待遇後獲得解放的日子，但之前一直沒
有被重視, 直到去年黑人佛洛伊德呼吸的生命
權利被剝奪, 慘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才使美
國真正重視”黑人的命也是命”。

事實上美國仍有許多關乎種族平等的問題
存有分歧與鴻溝, 國會兩黨對於警察改革立法
幾乎停滯，各州學校在編輯與教授族裔課程也
爭辯不休,就連暴徒1月6日攻擊國會山莊，重

創民主殿堂的歷史恥辱事件都因共和黨高層畏
怯川普惡勢力, 恐懼失去川粉選票而不敢配合
民主黨進行調查, 共和黨自顧官位不敢查真相
是政客的墮落,使得民主蒙羞, 加上民粹主義猖
獗,造成美國國力衰退。

“驕傲男孩”（Proud Boys）組織近年來
的崛起是美國最大隱憂, 這個極端右翼年輕白
人至上沙文主義者獲得川普認證, 他們公然在
Black Lives Matter 示威活動上出現以製造矛盾
對立與暴力衝突, 川普竟在總統辯論會上公開
為他們背書, 所以他們成為攻陷國會大廈的主
力軍, 現在共和黨又在包庇他們, 使他們壯大,共
和黨自毀傳統道德, 不維護民主價值,前景堪虞
。

六月節應該是聯邦假期, 這代表著民主可
喜的進展,畢竟解放奴隸是美國歷史上一段殘酷
時期的結束，以往卻因為教育偏差而一直被疏
忽, 如今將六月節明訂為國定假日標誌著美國
歷史上最醜陋的一章已結束, 而且從此不再讓
這樣的史料被忽視和邊緣化，美國唯有能記取
歷史教訓，才能夠繼續茁壯前進！

【李著華觀點 : 六月節的精義
奴隸與驕傲男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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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擬今夏推出全新簽證
吸引“數字遊民”

綜合報導 近年來，利用網絡進行遠程工作的專業人員越來越多，

預計人數還會飆升。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希臘在

吸引“數字遊民”方面明顯落後。因此，希臘政府計劃在夏季盡快推出

針對這類人士的簽證計劃。

據報道，希臘預計將突出自身的相對優勢，例如怡人的自然風

光、應對緊急情況方面的可信度，以及近期在數字轉型方面的快速

步伐等。

報道指出，“數字遊民”簽證可能將主要針對英國公民。希臘官員

認為，英國脫歐將有助於增加專業人士在其他地方尋求工作的數量。

調查中提及，如果希臘每年能夠吸引10萬名“數字遊民”，且他們

能平均停留六個月，每年將為希臘經濟帶來13億歐元的凈收益，包括提

振餐飲、房地產和旅遊業，同時一些“數字遊民”也可能選擇將他們的

稅基遷往希臘。

報道稱，網絡“數字遊民”簽證將參照黃金簽證計劃對投資者的激

勵措施，在納稅居住的前七年，都將享有50%的減稅優惠。

多國研究：女性新冠患者比男性
更可能出現長期後遺癥

綜合報導 世界多國的醫生和研究發現，感染新冠病毒的女性病患

比男性病患，更可能在痊愈後出現長期後遺癥。

據報道，法國巴黎一家醫院通報稱，2020年5月至7月，出現長期

後遺癥的新冠患者平均年齡為40歲，每四人中有三人為女性。而在過去

12個月，包括英國、美國、俄羅斯、孟加拉國等全球多地的醫院也報告

了類似發現。

領導新冠人類基因研究的瑞典研究員布羅丁預計，出現長期後遺癥

的女性病患可能占病患總數的七至八成。

專門為新冠患者提供病後護理的英國倫敦大學醫院醫生黑特曼

也說：“我們的病患大約66%是女性，大部分有全職工作，有年幼孩

子。現在她們當中有超過四分之一因為身體嚴重不適，已經完全不能

工作。”

報道指出，有研究員認為，女性的T細胞較男性活躍；也有研究員

指出，女性的免疫系統到了生育年齡會再進化，以支持懷孕期間更高的

保護需求，她們對病原體因此會產生更大的免疫反應。

研究員解釋說，女病患或許較不容易因新冠病毒死亡，但“病毒碎

片”會殘留在體內好幾個月，以致於她們更可能出現長期後遺癥。

美國紐約大學長島醫學院副教授努斯鮑姆說：“新冠康復者出現

的長期後遺癥癥狀，與慢性疲勞綜合征、纖維肌痛等慢性疾病的癥

狀非常相似，目前，醫學界還不完全清楚問題所在。我希望，新冠

長期後遺癥引起的關註能夠為這方面的問題提供更多線索，從中找

出原因。”

聯合國大會主席：
恢復自然是“我們這代人的考驗”

聯合國大會第75屆會議主席博茲克

爾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會議上表示

，加強全球防治土地退化的努力，是保

障糧食和水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以及抵禦未來健康和環境威脅的唯一途

徑。

博茲克爾在關於荒漠化、土地退化

和幹旱的高級別對話上發表講話時，將

恢復自然描述為“對我們這一代人的一

個考驗”，並概述了不作為將要付出的

代價。

生存危機
他說:“我們的星球正面臨著一場環

境危機，這場危機涵蓋了自然世界的方

方面面: 土地、氣候和生物多樣性，以

及陸地和海洋汙染。”

他表示：“我們的存在和在這個世

界上生長繁衍的能力，完全取決於我們

如何重置和重建與自然世界的關系，包

括我們土地的健康。”

據介紹，本次大會是十年來首次召

開此類會議。研究顯示，目前，全球一

半的農業用地正在退化，不僅威脅到生

計，同時也導致物種滅絕，加劇了氣候

變化。

博茲克爾說：“如果不改變路徑，

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他說：“到2050年，全球作物產量

預計將下降10%，有些作物將減產50%，

這將導致世界糧食價格大幅上漲30%，

威脅到饑餓和營養方面的進展，以及眾

多相關的發展目標。”

他指出，其後果還可能導致數百萬

農民陷入貧困。而到2045年，約1.35億

人可能會流離失所，從而增加不穩定和

緊張局勢的風險。

進步之路
在此次關於土地、生物多樣性和氣

候等主題的聯合國峰會召開之前，博茲

克爾將各成員國聚集在一起，推動國際

合作，以避免土地進一步退化並努力恢

復退化的土地。

他說，聯合國已經明確了他們需要

采取的步驟。

他建議說：“首先，各國應采納並

實施土地退化零增長目標，通過可持續

的土地和水管理戰略恢復退化的土地，

並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

博茲克爾說，隨著世界在2030年之

前開始為期10年的生態系統恢復行動，

各國也應該借鑒去年結束的“防治荒漠

化十年”的經驗教訓。

他補充說:“土地恢復必須是現有國際

進程的核心，如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

貢獻、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及

從新冠疫情中恢復和刺激計劃。”

博茲克爾指出，“不可持續的農業”

是荒漠化的主要驅動力。他呼籲各國政

府在9月聯合國糧食系統首腦會議之前

，就農業改革進行全國對話。

他強調和平、發展和人道主義行動

之間，需要“更大的協同作用”，將可

持續發展目標作為路線圖。這方面的合

作可以通過普遍實施聯合國減少災害風

險框架來實現。他表示，這將加強預防

努力。

恢復自然生態系統
博茲克爾進一步強調，需要將更多

的氣候融資用於森林和農業。

他說：“預計每年投入2.7萬億美元

——完全在擬議的抗擊新冠行動的支出

範圍內——我們就可以通過恢復自然生

態系統、獎勵保持土壤健康的農業以及

激勵優先考慮可再生、可回收或可生物

降解產品和服務的商業模式來改變世界

經濟。十年內，全球經濟可以創造3.95

億個新的就業機會，創造超過10萬億美

元的收入。”

他說，世界上10多億農業工人的權

利也絕不能被忘記。大多數人不擁有他

們耕耘的土地。目前，1%的農場控製著

世界70%以上的農田。

博茲克爾說：“直接投資於農業工

人，是對我們的土地和我們星球的未來

的投資。”

他說：“當我們讓農業工人投資他

們的土地時，我們就在支持農業生產力

。環境管理、財富創造、公民參與和法

治可以帶來極大益處，特別是使土著和

小規模生產者，包括女性農民受益。”

“土壤是解決之道”
為了強調土壤對生存的重要性，博

茲克爾向每一位代表提供了一棵羅勒(ba-

sil)植物，並要求向他提供這些羅勒植物

生長的最新情況。

他說：“恢復自然是對我們這一代

人乃至這個多邊機構的考驗。這是聯合

國與生俱來就要迎接的挑戰。”

他說：“如果我們今天加大土地行

動，我們就能保障全球糧食和水安全，

減少排放，保護生物多樣性，防範未來

的系統性健康和環境風險。簡單來說，

土壤就是解決辦法。”

巴塞爾委員會提議
將比特幣等列為“最高風險資產”
綜合報導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BCBS）近日就審慎處理銀行加密資產敞

口的初步建議發表了一份公眾咨詢報告。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是銀行監管的

主要全球標準製定者，出於對加密資產和

相關服務的增長有可能引發對金融穩定和

銀行面臨風險的擔憂，這是其第二次公開

征求加密資產處理意見。

巴塞爾協議建議將加密資產分為兩大類。

第一組加密資產包括某些代幣化的傳

統資產和具有穩定機製的加密資產，可在

現有的巴塞爾框架下，進行一些修改後來

試用。

銀行必須設立一個監督框架，每天監督

加密資產與傳統資產間的價值差異。一年內

，若價值差異超過傳統資產的10個基點達到

三次，則該穩定機製不被稱為有效。

第二類加密資產包括比特幣等。由於

這些加密資產會帶來更高的風險，巴塞爾

委員會建議其為最高風險資產，采用

1250%的風險權重。

1250%的風險權重意味著，在8%的最

低資本要求下，銀行可能需要為價值一美

元的比特幣持有價值一美元的資本。

銀行持有的資本將足以抵消全部加密

資產敞口，而不會使存款人和銀行的其他

高級債權人蒙受損失。

需要註意的是，加密資產指依賴密碼

學和分布式賬本的數字資產，中央銀行數

字貨幣（CBDC）的審慎處理不在討論範

圍中。

據彭博社報道，人們對這一消息則有

著不同的解讀。

數字資產平臺Ledgermatic首席執行官

盧克•薩利（Luke Sully）表示，這是一

條比特幣的擁護者和批評者都將宣布己方

勝利的新聞，它表明比特幣將成為一種公

認的資產類別，具有銀行的風險管理參數

，但鑒於繁重的資本要求可能使其成為一

項不吃香的業務，這些相同的參數可能具

有潛在的威懾力。

在加密資產對沖基金ProChain Capital

的總裁大衛· 塔維爾（David Tawil）看來，

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內的整件

事情，只是這些實體參與對話的一種方式。

“監管機構的優勢很小，但劣勢卻很

大。”至少現在，把傳統上受監管的這些

傳統銀行排除在遊戲之外，將允許越來越

多的不受監管的參與者繼續前進、走得更

遠，他補充道，這當然並不意味著加密貨

幣或是比特幣的末日。

投資機構Miller Tabak & Co的首席市

場策略師馬特· 馬利（Matt Maley）表示，

更嚴格的資本要求會導致銀行需要付出更

多的資本，這可能會影響它們的收益。如

果銀行在賬面上持有這些加密貨幣會增加

成本，那麼理論上他們持有相同規模的可

能性較小。

本周比特幣行情仍然延續此前起伏。

6月8日，或因為美國司法部門追回大

部分“輸油管道”贖金，比特幣最高跌幅

達10%。6月9日，因薩爾瓦多宣布使比特

幣成為法幣，比特幣隨及回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即刻於當

地時間6月10日指出，薩爾瓦多采用比特

幣作為法定貨幣或將會引發一系列風險和

監管挑戰，需要對此謹慎對待。

周小川6月11日在第十三屆陸家嘴論壇

上談及加密貨幣，稱需要搞清楚加密貨幣是

否有助於金融科技發展為實體經濟服務。

他同時表示，中國強調金融服務和金

融市場需要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

日本企業推出“菠蘿包口罩”
可以防疫還能吃？

綜合報導 近日，有日本業

者 推出一款“ 菠蘿面 包口

罩”，號稱“不僅能戴還能

吃”，而且經過檢測可有效

防範飛沫噴濺，一經推出就

引發熱烈反響。

據報道，這款“菠蘿面包

口罩”是由3名喜愛面包的大

學生，和知名菠蘿面包專賣店

“Melon de melon”合作推出

的。3名大學生表示，因為想

要一直聞到面包味道，因此才

設計出這款口罩。

報道稱，為了能遮住口

鼻，業者將面包底部挖個洞

並綁上繩子，3D設計的樣式

相當貼合臉型。業者還請第三

方研究機構做了測試，在“防

飛濺實驗”中證實效果不輸給

一般口罩。

報道指出，“菠蘿面包口

罩”不僅可以散發出面包香氣，

甚至還可以食用。然而，雖然

口罩可以吃，但使用後外層容

易附著病毒，因此業者建議不

要吃。

這款口罩一組有5個，售價

1800日元(約合人民幣105元)，

推出後引起熱烈反響，6月份的

數量很快就售罄，目前開放線上

訂購7月的商品。業者提醒，

“菠蘿面包口罩”是真的面包製

成的，因此會以冷凍運送，建議

使用期限為解凍後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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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18日宣布，在面對新冠肺炎大
流行的防疫之戰上，美國已取得重要勝利，即自其就任以來的
150天內，已為美國民眾接種3億劑疫苗。不過，《美聯社》卻
指出，儘管這是重大里程碑，但拜登也面臨另一項危機，也就
是如何在僅剩兩週多的時間裡，完成7月4日讓70%成年人接種
一劑疫苗之目標。

拜登在致詞中感謝全美研究人員、企業、民眾與整個政府
的努力。他相信，隨著企業重新營業、公司招聘，大規模疫苗
接種潮為美國民眾能夠正常的度過夏季生活，奠定重要基礎。

他表示， 「相較於去年(2020年)，我們將享有一個截然不
同的夏天；一個燦爛的夏天。讓我們祈禱這也是一個歡樂的夏
天」。

但《美聯社》分析，雖然拜登完成150日接種3億劑疫苗
的里程碑，卻面臨另一項承諾破功的危機，其該如何在僅有15
天的時間內，讓70%的美國成年人於7月4日前接種至少1劑疫

苗。
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統計，截至18日為

止共有1.68億的美國成年人接受至少1劑的新冠疫苗，佔18歲
以上人口的65.1%。然而，疫苗接種速度卻已從2個月前的每日
近200萬劑大幅下滑，嚴重威脅拜登矢言的70%大關。

白宮表示，整個政府投入疫苗接種讓病毒得以有效控制，
並讓全美確診病例、住院與死亡人數下降到1年以來的最低點
。相較之下，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州，部分社區確診病例與住院
人數正快速上升。

特別是在美國南部與中西部，民眾對於疫苗安全性的猶豫
不決、接種疫苗的急迫感不足，使得拜登政府這1個月來展開
施打閃擊戰。

CDC 警告，未來美國確診病例中，將以來自印度的
「Delta」變異毒株為主。這種毒株在印度發現後，目前已讓英

國疫情再次升溫。不過，只要接種疫苗，就會受到保護而免於

此一變異毒株的侵害。
為了推廣疫苗接種，美國副總統賀錦麗18日前往亞特蘭大

，視察當地教會的疫苗接種點，隨後還在亞特蘭大大學演說。
她強調，在座的諸位 「有能力終結這款流行病，而政府也會盡
可能提供更多資源協助民眾接種疫苗，如免費接駁車與托嬰服
務」。

賀錦麗提到，亞特蘭大所處的喬治亞州富爾頓郡，至少
49%的民眾接受過1劑疫苗的注射，而在全喬治亞州，這個數
字僅有42%。疫苗接種為社區建立力量，也為國家建立力量。

儘管可能破功，但拜登政府認為70%的目標沒有實現，對
美國整體復甦的影響也很小。先前，拜登在演說中希望美國獨
立紀念日能成為遠離病毒的自由之夏。

隨著國慶大典到來，將會有1000多名賓客前往白宮參加慶
典。白宮已規劃醫護人員、慶典工作人員，以及在國家廣場觀
看煙火等活動。

川普親口承認沒贏總統大選
仍考慮2024再戰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跨黨派合作，表決通過
廢除2002年對伊拉克用兵的 「作戰授權法」。此舉也獲白宮的
支持。

今天眾院表決結果，以268票對161票決議廢除 「作戰授
權法」（Authorization for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但
未來送聯邦參議院審議時，是否通過仍然未定。

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將在參院
中支持廢除，這是他首度如此公開表態，並說他會在今年某個

時點將這項議案排入表決議程。
作戰授權法授權當年的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

）對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用兵，眾議院曾在
2019年、2020年兩次予以廢除，但交付當時共和黨掌控的參院
，從未闖關成功。

兩黨合作廢除的聲浪看來日益占上風，支持者表示，作戰
授權法早就超出它的目的範圍，國會應收回發動戰爭的權力。

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今天投票前告訴同僚說： 「如今
這歷史性投票是個轉捩點...對於我們國家所能拍板的若干最重
要決定，我期盼國會不再居於次要地位。」

但反對者指稱，廢止將會壯大對手聲勢，並且削弱反恐工
作。向來經依法授權而採取的軍事行動，使得對付與蓋達組織
（Al Qaeda）和塔利班（Taliban）掛鉤的武裝勢力師出有名。

目前參院兩黨席次各占半數，民主黨陣營將需要另10名共
和黨議員支持，才能克服阻力。

150150天完成天完成33億劑疫苗接種億劑疫苗接種
美聯社美聯社：：拜登面臨另一項危機拜登面臨另一項危機

美眾院通過 廢除2002年對伊拉克用兵授權法

（綜合報導）前美國總統川普向福斯新聞坦言，他 「沒有
贏」2020年總統大選，但接下來會發生何事， 「讓我們拭目以
待」。他說希望拜登執政順利，而他還在考慮是否再戰2024年
大選。

多家媒體報導，川普昨晚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 ）主
持人尚漢尼提（Sean Hannity）電話訪問，這是去年大選結束7
個月、拜登就職5個月後，川普首度親口承認敗選。

川普說： 「我們原該輕鬆獲勝，以6400萬票。我們最後拿
到7500萬票，卻沒有贏，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讓我們拭目
以待。」

拜登去年大選比川普多贏700多萬張普選票，終以306對
232張選舉人票數勝選。

「衛報」網站報導，川普也告訴尚漢尼提，他希望拜登執
政 「沒問題」， 「我希望他順利」。川普還說： 「我認為選舉

不公平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我還是希望這個人好好為我們國家
做事，讓一切順利。」

根據報導，川普談到疫情時表示，他相信病毒是從中國實
驗室流出的理論。

至於未來是否角逐2024年大選，川普說他會在明年期中選
舉後再做決定， 「但若看民調數字就知道，民眾比以往更喜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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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報

道，從2020年2月起，在日本因新

冠疫情影響而倒閉的公司累計已達

1600家。調查公司表示，在緊急事

態宣言對象地區等，今後這一數字

可能還會增加。

據“帝國數據銀行”公司匯總

的數據顯示，從2020年2月到2021

年6月14日，因受新冠疫情影響而

完成破產手續等已經倒閉的公司，

和已停止業務、正在準備法律清算

程序的公司，包括個人業主在內，

累計總數已達1600家。

從行業來看，餐飲業最多，達

265家；其次為建築施工業，155

家；酒店旅館業，92家；食品批

發業，81家。

從倒閉的月份來看，2021年3

月最多，為182家；其次為2021年

4月，172家，以及2021年 5月，

135家。“帝國數據銀行”表示，

在緊急事態宣言對象地區等，以餐

飲店為中心，銷售額持續下降，今

後倒閉公司數量可能還會增加。

“帝國數據銀行”認為：

“隨著餐飲店的倒閉，從事維修

、室內裝潢及電力施工等工作的

建築施工業公司的倒閉，也呈現

增加趨勢。”

日本在野黨提交內閣不信任決議案

批疫情下辦奧運做法

綜合報導 日本立憲民主、共產、

國民民主、社民4個在野黨，15日聯

合向眾院提交了針對菅義偉內閣的不

信任決議案，批評稱在新冠疫情蔓延

未得到遏製的情況下，不延長國會會

期，並力爭舉辦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的做法，“不負責任”。國會會期將

在16日結束，朝野各黨著眼於到秋季

前將舉行的眾院選舉，交鋒或更加激

烈。

據報道，日本在野黨上一次提交

不信任案，是安倍內閣時期的 2019

年 6月。首相菅義偉於日本時間14日

在出訪地英國，就不信任案被提交後

解散眾院的可能性，向媒體表示“提

交後加以考慮”。立民黨幹事長福山

哲郎則稱“將在考慮到解散眾院的基

礎上提交”。

日本在野黨指出，有必要把國會

會期延長3個月，直到東京奧運會和

殘奧會結束，但菅義偉政權拒絕延長

。在野黨四黨首14日決定聯合提交不

信任案。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稱，

若不信任案被提交，“將向首相進言

解散”。

立民、共產兩黨還以試圖強行表

決土地利用監管法案為由，向參院提

交了針對參院內閣委員長森屋宏(自民

黨)的解職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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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糧食計劃署駐尼泊爾代表：
疫情疊加雨季加劇尼糧食安全脆弱性

綜合報導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駐尼泊爾代表簡· 皮爾斯(Jane Pearce)

日前接受中新社記者在線專訪時指出，新

冠疫情疊加季風雨季影響將加劇尼泊爾糧

食安全脆弱性。

簡表示，近幾個月來，新冠疫情已從

衛生緊急事件轉變為糧食與生計危機。

“這一流行病的社會經濟影響對最脆弱社

區的打擊最為嚴重，迫使人們失業並陷入

饑餓，擾亂了重要的供應鏈，並推高了糧

食價格。”

尼泊爾於本月13日起正式進入季風雨

季。“這對尼泊爾來說是一個非常脆弱的時

期”，簡指出，尤其是偏遠地區的脆弱人

群。“大雨恐將毀壞道路和鐵軌，導致糧食

運送中斷。我們對此非常擔憂，並正在與合

作夥伴和當地政府密切關註形勢變化。”

簡介紹說， 為保障糧食安全，WFP在

當地的主要應對措施有：與尼農業部合作

，調查和監測糧食安全狀況，並製定應對

措施，“在季風雨季時，早期預警是很重

要的”；與尼內政部合作，通過首都加德

滿都的人道主義中轉站為醫療物資運輸和

儲存提供便利；為因疫情停課而處於糧食

不安全地區的學生提供口糧。

其他措施還包括：向弱勢群體提供臨時

就業機會與無條件現金援助；向兒童、孕婦

和哺乳期婦女提供專門的營養食品等等。

簡說，在當前新冠疫情與季風雨季

“夾擊”下，WFP一方面著重解決眼下的

糧食安全與營養需求，另一方面從中長期

發展考慮，WFP希望繼續幫助弱勢群體創

造生計和就業機會，以增強其應對氣候變

化的能力，更好地重建家園。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北京時間15日零時45分，尼泊爾新冠確診

病例累計610521例，其中死亡8465例。

簡表示，盡管目前尼泊爾確診病例正

在緩慢下降，但仍面臨醫療設備和用品短

缺等問題。

據介紹，WFP上月為中國援助尼泊爾

的包括氧氣和製氧設備在內的抗疫醫療物

資提供了物流支持，從尼中邊境將物資運

往亟需的醫院。簡說，此次捐贈對尼泊爾

人民意義重大。“氧氣是至關重要的，能

夠拯救尼泊爾人民的生命。”

“中國一直是尼泊爾非常友好的合作

夥伴，捐助十分及時。”簡說，目前許多

人呼籲向發展中國家分享新冠疫苗，但單

靠中國努力是做不到的，而是需要所有國

家的努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

疫情，我們必須同舟共濟，這是非常重要

的。”

柬埔寨評估疫情形勢
金邊國營市場全面恢復營業
綜合報導 盡管每日仍有數百新

冠病例確診，柬埔寨官方在對疫情

形勢評估後仍決定，從6月15日起

金邊國營市場全面恢復營業。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

天新增報告49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604例，新增死亡13例。

新增確診病例中，44例為境外輸入確

診病例，451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

金邊市長坤盛於14日晚簽發通

告稱，自15日起，金邊市所有國營

市場將獲準全面恢復營業。通告指

出，獲準恢復營業的所有攤主必須

嚴格落實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離、勤消毒、掃描防

疫二維碼進入市場等，尤其是嚴格

遵守衛生部出臺的防疫措施。

通告強調，所有市場管理人員

、保安人員、商販、消費者等在市

場範圍內必須嚴格遵守防疫安全措

施及政府相關指令。

通告指出，市政府授權金邊市14

個區政府和金邊市商業局攜手合作，敦

促各個市場確保嚴格遵守各項規定。若

發現市場管理負責人或者任何人拒絕配

合和不執行上述規定，將采取行政和法

律措施進行處置，絕不姑息。

疫苗接種方面，根據柬埔寨全

國疫苗接種委員會統計，截至6月14

日，柬埔寨全國已有超過300萬人接

種疫苗，其中253.7萬人完成兩劑接

種，占全國人口的16%，占1000萬

人接種目標的25.3%。

根據柬埔寨官方新冠疫苗接種

行動計劃，今年分三個階段為622萬

成年人接種疫苗，到2022年年中，

全國1000萬成年人口將完成接種，

實現建立群體免疫的目標。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1年6月19日       Saturday, June 19, 2021香 港 新 聞 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魯 冰

張劍虹張劍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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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營運總裁壹傳媒營運總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陳沛敏陳沛敏
蘋果日報副社長蘋果日報副社長

中新社中新社

羅偉光羅偉光
蘋果日報總編輯蘋果日報總編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張志偉張志偉
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國安警拘蘋果5高層
檢取涉乞外力制裁新聞材料凍結1800萬資產

17日被捕的4男1女，分別
為壹傳媒行政總裁兼

蘋果社長張劍虹（58歲）、壹傳媒營運總
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63歲）、蘋果副社
長陳沛敏（女，51歲）及蘋果總編輯羅偉

光（47歲）、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53
歲）。 5人均為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
印刷有限公司的董事，而張劍虹和周達權則身
兼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董事，保安局局長已凍
結該3間公司合共1,800萬元的犯罪資產。

涉及60篇中英文制裁報道
據了解，警方國安處17日的拘捕和搜查行
動獨立於黎智英干犯的國安法罪行
外，是次被捕者涉及《蘋果日報》在

實體報章及其相關網站上發表五六十篇的中
英文報道，內容包括鼓吹外國制裁香港特區
政府或中央政府。

警方懷疑有關活動有計劃及有步驟
地進行，是勾外危害國安計劃的一部
分，而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管理
層參與其中。經過縝密調查，並徵
詢律政司意見後，警方國安處根
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一）
條及實施細則附表一，向法庭
取得手令，並於17日晨6時許
開始採取行動。

查5人住所檢數十部電腦
警方國安處、刑事總部及機動部

隊逾500人，分別在涉案5人位於荔枝角
美孚新邨、鰂魚涌康怡花園、鴨脷洲海怡半
島、將軍澳維景灣畔、西貢御庭園的住所搜
證，並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拘捕有關人等，同時要求《蘋果》在限期
內移除涉案文章。

上午7時許，警方封鎖將軍澳蘋果大樓，
並根據搜查令授予警方的權力，搜查包括新聞
材料在內的證據。其後，張劍虹、羅偉光、張
志偉、陳沛敏及周達權先後被押回蘋果大樓搜
證。至下午1時許，警方檢走一批文件和最少
38部電腦，5名被捕者則押回警署通宵扣查。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17日表
示，2019年開始，《蘋果》在實體報紙及網
上，分別用中文和英文發表數十篇文章鼓吹外
國或機構制裁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這類文章
直至最近仍有刊出。有強烈的證據顯示，涉案
文章是串謀制裁計劃的重點，為外國和境外機
構提供口實。是次被捕的5人為《蘋果》有關

實體公司的董事、東主、出版人和編輯，在公
司運作上擔當重要角色，對這些文章的內容、
風格和方針責無旁貸。

搜查時編採人員需離場
他續說，警方搜證時，由於蘋果大樓已成

為犯罪現場，為保證搜查工作不受干擾，故要
求所有編採人員離場，但已安排見證人在場，
以達至公平。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警方採取行動後會見
傳媒。他表示，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特區政
府會以最嚴厲的措施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警方今次行動是基於事實和證據。

他對警方的搜證能力有信心，並期望搜集到
更多證據，對任何參與、協助、教唆或資助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公司及犯罪分子追究到底。

被問及保安局為何凍結了《蘋果》旗下3
間公司約1,800萬元資產時，李家超解釋，今
次凍結的3間公司財產，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相關的財產，而凍結涉嫌犯罪分子的財產，是
國際公認做法，目的包括防止罪犯從中獲利，
防範罪犯利用其財產繼續犯罪，或者繼續作出
危害。

法庭依國安法授權警搜涉案新聞材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
景源）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17日強調，警務處國安處
是次行動是要打擊涉嫌利用
新聞工作作為保護傘或掩
護、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
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與一般正常新聞工作無關，
而涉案者或公司亦和一般新
聞工作者不一樣，故兩者扯
不上關係，但提醒一般從事
正當新聞採訪的工作者，要
與這類干犯罪行的人“保持
距離”。

李家超在會見傳媒時表
示，從事任何工作者都必須
守法，包括香港國安法。警
方國安處是次所拘捕的涉案
者，是利用新聞工作做一個
“工具”，通過實體報紙或
網上報道去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警方仍在調
查案件，倘涉及另外一些人
有參與協助、教唆，或資助
危害國家安全，警方會採取
行動。

他強調，今次事件與正
常的新聞工作是兩回事，應
該將兩者分割開來。正式的
新聞報道當然可以在香港自
由進行，新聞工作者如果沒
有犯法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目
的或意圖，就不會觸犯法
律，希望外界清晰了解這次
行動並非針對新聞工作，並
非針對新聞自由，而是針對
那些串謀危害國家安全的涉
案者。

籲與罪犯切割
李家超指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行是極度嚴重的罪行，部分罪行可判
終身監禁，並警告任何人都不應與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犯同流合污，而應與
對方切割，否則會付上沉重代價，後
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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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國家安全處
17日第二度搜查蘋果日報大樓取證，主要目標是涉
及干犯香港國安法的新聞材料。警方國安處高級警
司李桂華17日透露，法院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
十三（1）條及實施細則附表一發出手令，授予警
方搜查包括新聞材料的權力，涵蓋電子儀器，亦即
電腦及手機等，若有需要，調查人員更可要求開機
檢取與案有關的資料。

李桂華17日向記者表示，根據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三條，香港警方國安處可處理涉案新聞材
料，而警方今次申請的搜查令，包括處理相關新
聞材料。警方檢取的所有證物包括新聞材料，在
處理上與一般搜查處所檢取物品時程序一模一
樣，即會在完成搜證後羅列一張檢取物品的清
單，告知有關當事人警方檢取了什麼。

資料顯示，黎智英及壹傳媒高層曾阻止警方

使用警方所搜獲的證據，但其申請均被法院駁
回。去年8月10日，警方拘捕黎智英、其兩名兒
子及壹傳媒多名高層，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並檢
走大批文件等證物。其後，有關人等和公司入稟
法院，要求法庭下令警方歸還涉及法律專業保密
權（LPP）的資料及新聞材料，後來申請修改原
訴傳票內容，在挑戰警方取得手令的合法性的同
時，要求法庭頒發臨時禁制令，禁止警方使用檢
取得來的資料作為檢控證據。

案件經審訊後，法官陳嘉信本月10日拒絕
黎智英等一眾原告的申請及頒發禁制令。陳官指
出，警方是次調查的欺詐罪，與危害國家安全的
罪行均有關聯，原告假設警方會在黎智英所涉的
欺詐案中使用該些資料，是不合理和相對狹隘
的，加上相關刑事調查仍在進行中，若頒禁制令
會阻礙調查。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國安警將在蘋果大樓內檢獲的資料包括38
部電腦的硬碟拆走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國安警搜查蘋果大樓後搬走一箱箱證物
國安警搜查蘋果大樓後搬走一箱箱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7
香港警務處國安處繼去年8月拘控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並搜查他旗下蘋果日報大樓後，17日再度以

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

捕蘋果 5名高層，並搜查蘋果大樓，檢取大批涉案新

聞材料等證物書，凍結蘋果日報旗下 3間公司約

1,800萬元（港元，下同）資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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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火速牽手 三雄入住新家
神十二升空入軌對接一氣呵成 與天和天舟組成三合體閃耀太空

在航天員劉伯明的家鄉——黑龍
江省齊齊哈爾市依安縣紅星鄉，劉伯
明的親友聚集在電視機前集體收看神
舟十二號發射直播，為發射任務成功
歡呼慶賀。

初夏的龍江大地，黑黝黝的土地
上的農作物已經生根發芽。17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
航天員劉伯明的家鄉，一眼望不到頭的農田裏玉米、大
豆等作物正在茁壯成長。1966年9月，紅星鄉東升村一
戶普通農民家中，一個男嬰呱呱墜地，父親劉志生為他
起名劉伯明。

“劉伯明平時風趣辦事嚴肅”
六月的紅星鄉，天空分外晴朗，蔚藍的天空中飄着

幾朵白雲。劉伯明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二。坐
在電視機前劉伯明的親人們眼睛一動不動地盯着直播鏡

頭，從每個人的眼中能讀出他們內心的期盼與激動。當
“神十二”升空的那一瞬間，劉伯明的親人再也按捺不
住激動的心情，集體起立，全場頓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
聲。

當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主任張志芬宣布，“神州
十二號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全場再次響起一片熱
烈的掌聲，手中的五星紅旗不停揮舞，現場沸騰。劉伯
明的侄子劉博說，“我印象中的二大爺是在平時生活中
比較風趣幽默，在辦事的時候非常嚴肅認真，對自己的
要求非常嚴格，而且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此時此刻我
想對我二大爺說，希望你圓滿完成任務，為國家航天事
業作出貢獻，最後希望他能夠英雄凱旋。”

在依安縣，無論劉伯明的親人還是鄉親，當提到航
天英雄時大家都表示，非常佩服。依安市民張先生，說
起劉伯明也是滔滔不絕，他說，劉伯明是依安人眼中家
鄉的驕傲。這兩天在網上看到消息說他要再次飛向太
航，作為他的同鄉，感覺真是從內心裏為他驕傲。平時
教育自己的女兒和兒子時總說，要向航天英雄劉伯明學
習，能吃苦、愛學習。當年他就在我們這裏長大，你們
以後也要做他那樣的人，為國家作出貢獻。

湯洪波母親為兒子歡呼
另據長沙政法頻道官方微博報道，在湖南湘潭，航

天員湯洪波的母親守在電視前看到成功一幕後，激動地
站起來歡呼，她告訴記者，觀看直播的電視是兒子四年
前買的，村民都為村裏能出這樣一位優秀的航天員自
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齊齊哈爾依安報道

英雄再衝霄漢 家鄉一片歡騰

17日清晨5時許，西北大漠腹地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微陽初至，金紅色的太陽
光衝破雲層傾撒大地，圓夢園內光與影靜謐
祥和。

6時30分許，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的3名
航天員走出一樓出征大廳，出現在圓夢園廣
場上。廣場內頓時一片沸騰，歡送隊伍揮舞
鮮花、國旗、彩旗，大聲地喊着“祝你們成
功！祝你們凱旋！”“向航天員學習！向航
天員致敬！”在場的人們用各種方式為航天
員壯行，為他們祈福加油。

由左至右，航天員湯洪波、聶海勝和劉
伯明排成一行。

“遠望6號”海上“追”神舟
“總指揮長同志，我們奉命執行神舟十二

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準備完畢，請指示！中
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隊航天員聶海勝、劉伯
明和湯洪波。”廣場上傳來洪亮的聲音。

“出發！”
9時22分，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在長征

二號F運載火箭的托舉下，以一往無前之勢
衝入澄澈雲霄。約573秒後，神舟十二號載
人飛船與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順
利將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3名航天員送
入太空。

“火箭運行狀態良好，數據接收正常！”
測控接力棒不斷傳遞。萬里之外，太平

洋季風裹挾着朵朵浪花不斷拍打着在預定海
域待命的遠洋航天測量船“遠望6號”。

“目標出地平！”
雷達控制室內，身穿藍色航天工作服的

主操作手胡金輝全神貫注，手握機械轉輪，
緊盯控制台信號。

“發現目標！”
信號第一次跳動，胡金輝迅速掃了一眼

顯示數據，右手熟練地轉動操縱桿，穩穩地
把“紅點”牢牢鎖定。

“自跟蹤！”
清晰洪亮的指揮口令脫口而出——天線

已經準確捕捉到信號。
“長江六號發現目標！”

“長江六號雙捕完成！”
“長江六號跟蹤正常，遙外測信號正

常。”
通過語音傳輸鏈路，位於“遠望6號”

船測控大廳的調度員李建川將一連串信息與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進行實時交換。

火箭升空後不久，“遠望6號”船成功將
北京航天飛控中心傳來的“太陽帆板展開”指
令注入飛船——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指令。“太
陽帆板順利展開才能為飛船後續工作提供必要
能源支持，為神舟十二號與天和核心艙交會對
接形成組合體奠定堅實基礎。”“遠望6號”
船副船長徐榮介紹說。

接到指令後的飛船緩緩打開帆板。很快，
北京航天飛控中心根據“遠望6號”船反饋的
數據作出判斷：太陽帆板展開正常！

中國太空站首迎自家人
當天稍晚時候，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宣

布，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入軌後順利完成入
軌狀態設置，於北京時間2021年6月17日15
時54分，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模式成功對
接於天和核心艙前向端口，與此前已對接的
天舟二號貨運飛船一起構成三艙（船）組合
體，整個交會對接過程歷時約6.5小時。航
天員乘組從返回艙進入軌道艙。按程序完成
各項準備後，先後開啟節點艙艙門、核心艙
艙門，北京時間2021年 6月 17日 18時 48
分，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先後進
入天和核心艙，標誌着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
的太空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觀看飛船發射實況，
並向參研參試人員表示親切慰問和祝賀。

許其亮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
委，代表習近平總書記，在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親切看望執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任務的
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並為他們
出征壯行。

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觀看飛船發射
的還有：劉鶴、張又俠、魏鳳和，中央軍委
委員李作成、苗華、張升民。

● 劉伯明的親友聚集在電視機前集體收看神舟十二號
發射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

天舟貨運飛船
天和核心艙

神舟返回艙內攝像機神舟返回艙內攝像機 對接天和對接天和 天和看神舟天和看神舟

北京時間北京時間66月月1717日日99時時2222分分，，在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在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長征二號長征二號FF

遙十二火箭搭載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點火發射升空遙十二火箭搭載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點火發射升空，，573573秒後秒後，，神舟十二號神舟十二號

載人飛船與火箭成功分離載人飛船與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進入預定軌道，，順利將順利將33名中國航天員送入太名中國航天員送入太

空空。。歷時約歷時約66..55小時的自主快速交會對接小時的自主快速交會對接，， 1515時時5454分分，，神舟飛船與天和核神舟飛船與天和核

心艙完成自主快速交會對接心艙完成自主快速交會對接，，1818時時4848分分，，航天員聶海勝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劉伯明、、湯洪波湯洪波

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一氣呵成一氣呵成，，到家了到家了！“！“我們乘組已經我們乘組已經

進入我們的太空家園進入我們的太空家園：：天和一號核心艙天和一號核心艙。。感謝全國人民的支感謝全國人民的支

持持，，感謝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感謝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敬禮敬禮！”！”中國航天員中國航天員

常駐太空的時代到來了常駐太空的時代到來了。。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央視新聞及新華社報道央視新聞及新華社報道 掃碼看片

“天神”三艙組合體
2021年6月17日15時54分，“神十二”採
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模式，成功對接於天和核
心艙前向端口，與此前已對接的天舟二號貨運
飛船一起構成三艙（船）組合體，整個交會對
接過程歷時約6.5小時。 新華社

神舟十二號
載人飛船

“神十二”與天和核心艙自主快速交會對接

●● 66月月1717日日1818時時4848分分，，航天員聶海勝航天員聶海勝（（中中）、）、
劉伯明劉伯明（（右右）、）、湯洪波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湯洪波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標標
誌着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的太空站誌着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的太空站。。圖為圖為33人在人在
天和核心艙向全國人民敬禮致意天和核心艙向全國人民敬禮致意。。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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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九月帶您暢遊美國中部王朝旅遊九月帶您暢遊美國中部

隨著更多的人接種疫苗，大家的防
疫意識提高，感染率的下降以及獲得更
多的科學證據，已經全劑量接種FDA授
權的疫苗或世界衛生組織授權應急使用
的疫苗的人可以安全地在美國境內旅行
。這是一個大好的消息，困了一年多的
大家終於又可以離開自己生活已久的城
市，出去走走了，哪怕是境內，也可以
給自己放鬆放鬆，等到疫情全退去後，
我們才瘋狂的走遍全世界吧！目前，我

們王朝旅遊已經開始重新上架了很多美
國境內的旅行團——黃石公園、美東美
西、夏威夷、坎昆、邁阿密/奧蘭多等等
，歡迎登錄到我們網站去細看。

還有一個最新的消息，王朝旅遊董
事長的私人團回歸——美國中部10日遊
（9/6/2021-9/15/2021），10 日暢遊阿
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密蘇裏
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堪薩斯
州、俄克拉荷馬州。蠢蠢欲動的大家也

紛紛通過我們的電子郵件和電話，甚至
迫不及待的來到我們公司諮詢旅行團的
細節，都要想著去旅遊。有人會想，這
些地方我早就去過了，但我可以明確的
告訴大家，去每個地方跟不同的人去會
有著不一樣的感官體驗；還有人問，現
在參加旅行團會不會有風險？我們的宗
旨是“一切站在客人的角度出發”，所
有旅行團都是做足了衛生清潔消毒，所
有工作人員接種了疫苗，旅行車定時消
毒，客人可以安心出行，只要有跟過王
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的私人團就會深
有體會這一點。

人生就是一次充滿未知的旅行，在
乎的是沿途的風景，在乎的是看風景的

心情，旅行不會因為美麗的風景終止。
走過的路成為背後的風景，不能回頭不
能停留，若此刻停留，將會錯過更好的
風景，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
享受每一刻感覺，欣賞每一處風景，這
就是人生。

旅行的意義不在其他，而在自己
“身體和心靈，必須有一個在旅行的路
上。”嘗試著走出去，你才會發現，世
界遠不是你在生活的城市一呆幾十年所
看的那樣，你會結識不同的人、聽到各
種曲折的故事、交到一輩子的朋友！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

面精英廣場A14

浩瀚與魅麗浩瀚與魅麗，，迷茫與疏離─宗教的多面觀迷茫與疏離─宗教的多面觀
演講大綱演講大綱

主要講宗教的知識，而非信仰
1.Quarantine：義大利文40天之意
舊約《申命記》摩西在山上禱告四十晝夜，以免上帝滅絕背逆的

以色列人。
2.宗教起源

3.中國的神話
4.宗教學與神學
5.宗教的種類
6.世界五大宗教
7.基督教是最大宗教
(1)舊約(Old Testament)
(2)新約(New Testament)

(3)耶穌(Jesus Christ)
8.伊斯蘭教近年擴張迅速
9. 亞伯拉罕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重要年代
紀元前2千年左右(推測)：亞伯拉罕出生。
BC 4：基督耶穌誕生
AD 391： 狄奧多西一世 定為羅馬帝國國教
AD 476： 日耳曼人滅西羅馬帝國， 「黑暗時期」 一千年至15 世紀

文藝復興
AD 622： 伊斯蘭教元年，穆罕默德創立。
AD 962-1808： 建立神聖羅馬帝國，1808被拿破崙終結
AD 1054： 東正教、天主教分裂
11世紀末到13世紀末： 十字軍東征

AD 1299 土耳其人建奧斯曼帝國(鄂圖曼帝國)；1453奧滅東羅馬帝國
；奧約1922解體

16世紀：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產生基督新教
10.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衝突的原因：
11.猶太教被歧視
12.佛教是否宗教
(1) 南傳上座部佛教(小乘)
(2) 北傳大乘佛教，故自稱大乘。屬顯宗，偏重於義理的研究。
(3) 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傳入藏區。
13.道教源自中國
道教與道家區別。
14. 宗教的性質
15.信仰及不信仰的分析

主講：國立成功大學 夏祖焯教授 (Frederick Hsia, Ph.D., P.E., G.E.)

““COVID-COVID-1919疫情下疫情下,, 提高肺部功能的養生法提高肺部功能的養生法””

圖文：秦鴻鈞

「插管防疫箱」 發明人賴賢勇醫師
6月12日在美南國建會發表演講

（本報訊）賴清陽律師的姪兒賴賢勇醫師6月12日擔任
美南國建會2021 年年會的一場難得的綫上健康講座三位跨
海輪流上陣！插管防疫箱發明人賴賢勇醫師，尤其更值得令
人感動的是賴醫師發揮愛心幫助超過八十個國家。

（本報訊 ）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和
『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會』將於2021年6月27

日 (星期日) 下午1 點到 2:30 在線上聯合舉辦一
場實體教學“COVID-19疫情下, 如何提高肺部
的功能”。 透過線上實體教學一步一步教大家
如何以傳統古老瑜珈快呼吸法，在新冠病毒肆
虐全球之際自保，提高身體血液含氧量。肺專
科醫生也強烈推薦在COVID-19 疫情減緩前，
量手指血氧比量體溫還重要。

很難能可貴地，我們邀請到陳健如博士來
給我們作實體教學，以他練習太極、氣功、瑜
珈40多年和教學太極、瑜珈30多年的經驗，手
把手來教我們3種傳統古老瑜珈快呼吸: 下腹核
心肌(Kapalabhati Pranayama)、 橫膈膜(Aqni Sara)
、上胸 (Bhastrika pranayama) 呼吸, 核心肌強度練
習以及比較瑜珈快呼吸與坊間的提高血氧方法
之不同。

陳健如博士畢業於臺灣國立中央大學化工
系學士，美國猶他大學化工博士， 2019年底美
國德州儀器退休。 自1978年起，除了練習及教
學太極、氣功和瑜珈，2015~2018期間也陸續在
臉書和部落格寫了50幾篇太極、氣功、瑜珈相
關的文章， 大部分都有科學實驗的證據，且與
呼吸有關。

陳博士在 2015 年就已經寫過瑜珈快呼吸

Kapalabhati breathing technique 可以提高手指含
氧量的文章。

至於大家關切的議題: COVID-19與練習呼
吸的關連，可分為防止COVID-19確診，CO-
VID-19確診中，和COVID-19復原三部分來討
論。因COVID-19才發生一年多，嚴謹且與練
習呼吸相關的學術文章並不多，但可以在網路
上找到一些與COVID-19病後復原有關的文章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理療師Peiting Lien (註1) 有
提出呼吸方法，屬較緩慢的下腹、橫膈膜呼吸
， 另外 Nimish Shah 博士 (註 2)，Jaslok 醫院和
研究中心呼吸內科顧問提到COVID-19確診中
的病人呼吸不宜練習瑜珈強呼吸，因專業醫療
人員設計病患的輔助呼吸方法和病患的姿勢有
關，我建議非醫療人員不要介入此階段的呼吸
練習。有一文章 (註3)主題就直接提到我們上課
要教的下腹核心肌呼吸(Kapalabhati breathing
technique)，標題是”COVID-19 預防: 每天早
上練習 Kapalabhati Pranayama 之步驟，這種呼吸
練習的好處”。

Pranayama 是瑜珈中呼吸控制的練習，被認
為是對肺部最好的練習之一。 Pranayamas（呼
吸練習），如 Kapalabhati 或頭骨閃亮的呼吸，
可以在許多方面有益於您的健康，包括改善體
重減輕和處理與壓力相關的疾病。 也許，當前
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促使我們
大多數人變得更健康。 事實上，德里的第一位
冠狀病毒倖存者向 COVID-19 患者推薦了“呼
吸法”，並補充說這對他在治療呼吸道疾病時
非常有效。

雖然這種古老的治療技術早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就開始流行，但似乎越來越多的人
轉向練習瑜珈來放鬆、增強免疫系統以幫助抵
抗感染，包括由非典引起的感染 SARS-CoV-2
病毒。 許多研究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定期練習
瑜珈和冥想有助於增加肺活量，管理您的健康
狀況使降低感染COVID-19 之風險。 根據瑜珈
專家的說法，呼吸練習的理由如下：

主張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加入調息或呼吸技
巧可以使您的肺部功能更有效率。

呼吸練習可以幫助您控制呼吸系統疾病，
提高免疫力，減輕壓力，並提高生活品質。

您應該將 Kapalabhati Pranayama 納入您的早
晨例行程序，尤其是在 COVID-19大流行時期
。

下腹核心肌 (Kapalabhati Pranayama) 的一些

健康益處包括：
它有助於提高肺活量。
它可以清除空氣通道中(air passages) 的粘液

並緩解充血。
它可以減少腹脹。
它清除了nadis（微妙的能量通道）
它有助於減肥。
它刺激腹部器官，導致平坦和健美的腹部

。
它促進消化。
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環，幫助您獲得容光煥

發、容光煥發的肌膚。
它使大腦煥然一新，使頭腦平靜。
警告：如果您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癲癇

、椎間盤突出引起的背痛
或最近接受過胃部手術，
請避免使用這種呼吸方法
。 女性在懷孕期間和懷孕
後不久以及月經期間不應
練習下腹核心肌呼吸練習
。

最重要的是，瑜珈呼
吸練習可以提供主要的健
康益處。 它可以幫助控制
肺部疾病，如哮喘和慢性
阻塞性肺病 (COPD)，並保
持您的呼吸和免疫系統強
大，幫助您保持健康。 做
出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選擇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加入
瑜珈呼吸技巧、保持良好
的衛生習慣和遵循其他準
則 ， 將 大 大 有 助 於 防 止
COVID-19 的傳播。

對此線上實體教學感
興趣者，請聯繫會長 黃春
蘭: alice.wen88@gmail.com
。

Online Webex 會議號
碼和密碼將會通過電子郵
件發送給您，上課請準備
瑜珈墊，儘量空腹，謝謝
您的關注。希望藉此講座
能舒緩大家對日益遽增的
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之恐
懼，勇敢面對可能與我們

共存的病毒之挑戰，祈願大家身體健康 ，平安
渡過此疫情！

參考文章:
( 註 1) 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

health/conditions-and-diseases/coronavirus/coro-
navirus-recovery-breathing-exercises

( 註 2)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life-style/health-fitness/health-newscan-pranaya-
ma-help-us-in-fighting-coid-we-asked-exper-
ts/articleshow/79643955.cms

( 註 3) https://www.timesnownews.com/
health/article/covid-19-prevention-practice-ka-
palabhati-pranayama-every-morning-steps-ben-
efits-of-this-breathing-exercise/6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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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實體教學:  核心肌強度練習 

3 種傳統古老瑜珈快呼吸: 下腹核心肌、橫膈膜、上胸 

比較瑜珈快呼吸與坊間的提高血氧方法的之不同 

* 請準備瑜珈墊，儘量空腹 



AA1212廣告
星期六       2021年6月19日       Saturday, June 19, 2021


	0619SAT_A1_Print.pdf (p.1)
	0619SAT_A2_Print.pdf (p.2)
	0619SAT_A3_Print.pdf (p.3)
	0619SAT_A4_Print.pdf (p.4)
	0619SAT_A5_Print.pdf (p.5)
	0619SAT_A6_Print.pdf (p.6)
	0619SAT_A7_Print.pdf (p.7)
	0619SAT_A8_Print.pdf (p.8)
	0619SAT_A9_Print.pdf (p.9)
	0619SAT_A10_Print.pdf (p.10)
	0619SAT_A11_Print.pdf (p.11)
	0619SAT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