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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lta變種病毒為患變種病毒為患 莫斯科病例連創新高莫斯科病例連創新高
【中央社】俄羅斯今天通報，

新增1萬7906起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確診病例，包括莫
斯科創新高的9120起病例。總計疫
情爆發以來，俄國已出現多達529
萬9215起病例。

莫斯科病例數已一連2天創下紀
錄，昨天為9056起，而僅在2週之
前，每日平均新增病例數約為3000

起，造成疫情加劇的病原體是最初
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株。

俄國疫情應對小組證實，過去
24小時有466人染疫死亡，使病亡
人數增加到12萬8911名。

另行統計疫情數字的國家統計
機構指出，2020年4月至2021年4
月，全俄記錄有案的病亡人數約有
27萬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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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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a dilapidated
house full of dirt with
profane graffiti on almost
every wall has the asking
price of $600,000. The real
estate salesman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some people
still want to buy it with cash
money.

In Texas, after many
companies have moved to
the state, house prices
sky-rocketed. In Austin,
Texas, some houses have
already doubled in price.
The problem is that all the
building materials have
gone up in price, especially
lumber which has tripled in
price since last year.

After the federal relief bill
was passed, many people
spent their money and all
the basic goods went up at
least twenty percent.

President Biden wants to
pass the infrastructure bill
in Congress to gain
employment and stimulate
the whole economy. But in
the meantime, inflation is
already here.

Today we can’t just print
more money to help the
economy. Our basic
problem is to balance the
nation’s budget.

0606//1919//20212021

All Prices Are Going UpAll Prices Are Going Up

遠在柯羅拉多州春田市的一個舊房，室內
到處是塗鴉，裝璜陣舊不堪，要價六十萬，
還有人搶著要用現金支付，使得经紀人不敢相
信。
近年來，由于特斯拉領頭遷入德州奧斯汀

，眾多來自加州人口大量湧入德州，房地產十
分火爆，加上近月來的木材建材價格上漲，房
價居高不下，而且已是供不應求，建商無房可
建。
自從聯邦政府大量撒錢以來，加上對外國

之關稅政策，使得各種物價上升，小市民走進
超市發現民生用品上漲一半以上，錢不值錢，
這就是通貨膨脹之現象了。
拜登政府一直努力於大型基建帶動就業及

经济復甦，但是國會兩黨不同調，通過原來之
大預算可能有困難，這些龎大數據如何弭平預
算，不可能只是再加印鈔票來解決。
今天要解決赤字預算是個巨大之挑戰，如

果我們一直是寅吃卯糧，不是長久之計。

房價物價上漲房價物價上漲 生活品質下降生活品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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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多條河湖內檢測出新冠病毒印度多條河湖內檢測出新冠病毒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6月18日，法國總統馬克
龍表示，歐洲實現防衛戰略獨立自主與加入北約
（NATO）並行不悖。

在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談前，馬克龍曾在新
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已經成功宣揚了這樣一種理念
，即歐洲防禦和戰略防禦自治可以成為跨大西洋組織
的一個替代項目。”

他還補充道，美國總統拜登在政治層面上表達了
對歐盟的尊重，並希望與歐盟作為合作夥伴進行合作
。

報導稱，德國總理默克爾對馬克龍的說法表示認
同，她稱，很高興美國重新創造了一種“合作的氣氛
”。

“很明顯，從七國集團（G7）和北約的會談中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國將自己視為一個太平洋國
家和一個大西洋國家，”默克爾補充說，慮到中國的
實力，美國在太平洋的實力自然受到挑戰，並且可能
要比20年前強得多，這同時也意味著歐洲人必須採
取一致行動為自己承擔某些任務和責任，她認為這也
是美國所期望的。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馬克龍就曾提出，
即使是對歐洲更加友好的拜登政府當權，歐洲也需要
獨立自主的防衛戰略，“就像美國和中國打造的自主
一樣”，並表示相信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該問題上也會
站在自己這一邊。

（綜合報導）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甘地訥格爾(Gandhinagar)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環境科學學院的研究人員從多條河湖中採集樣
本檢測，均發現含有新冠病毒。

據報導，研究人員在從薩巴爾馬蒂河(Sabarmati River)、錢多
拉湖（Chandola Lake）、坎卡里亞湖（Kankaria Lake）採集的樣
本中，發現了新冠病毒。

對此，印度理工學院地球科學系教授曼尼什·庫馬爾（Man-
ish Kumar）表示，河流和湖泊中含有新冠病毒，讓事態變得極
其嚴重，也讓飽經新冠海嘯侵襲的印度雪上加霜。同時呼籲各方
能夠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類似的測試，“這種病毒可能能夠在自然
水域中存活很久。”

據報導，這些水樣均在2019年9月3日至12月29日期間採
集，每週會採集一次。薩巴爾馬蒂河採集了694個樣本，錢多拉
湖採集了549個樣本，坎卡里亞湖採集了402個樣本。對此，各
方紛紛猜測，將新冠肺炎患者屍體拋到河中或許不是近期發生的
事件。

目前，卡納塔克邦已率先在班加羅爾引入城市污水監測系統
，以識別潛在的新冠病毒。

此前，《印度時報》曾報導稱，在比哈邦與北方邦邊境的布
克薩爾地區（Buxar）河流中發現了上百具屍體。報導援引其他
官員的話稱，其中一些屍身腫脹，部分有燒傷，在河裡泡了至少
5到7天。然而，當地官員否認了這一數字。儘管在屍體數量方
面雙方各執一詞，但印度對新冠患者屍體的處理方法仍令人目瞪
口呆。當地居民表示，屍體之所以被扔進河裡是因為火葬場不堪
重負，或者是窮苦人家買不起火葬所需的柴火。並表示，看到狗
啃食疑似新冠患者屍體，格外擔心會因此加劇新冠病毒的傳播。

隨後，為了穩定民心，印度毒理學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Research）籌備開展一項研究，以評估恒河中是否
含有新冠病毒。印度毒理學研究所Saroj Batik表示，這項研究在
分階段進行，已從坎瑙吉（Kannauj）和巴特那（Patna）的13個
地點收集了第一組樣本。在研究期間，將提取水中存在病毒的

RNA，並進行RT-PCR測試，以
確定水中是否存在新冠病毒。

雖然研究結果尚未公佈，但大
部分專家認為，新冠病毒不能在離
開宿主後存活很長時間，所以新冠
病毒在恒河中無法存活。

此前，坎普爾印度理工學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npur)專家塔雷就曾駁斥了新冠
病毒可以通過水進行傳播的說法，
並表示，恒河和亞穆納河是許多村
莊與河流沿岸的當地居民的主要飲
用水來源。 “在恒河及其支流傾
倒屍體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特別是
在印度應對新冠病毒危機之際。但
我認為，將屍體丟入河中不會對新
冠傳播產生重大影響。”國家生物
科學中心的榮譽教授、前任主任維
杰·拉格萬（K. VijayRaghavan）曾
表示，無須擔心新冠病毒會通過水進行傳播。 “主要的新冠傳
播是在人們講話或兩個人靠近時發生的，主要通過氣溶膠傳播，
同時還取決於氣流，所以沒有必要擔心，它會在水中稀釋到幾乎
沒有傳播危險的程度。”專家們拍著胸脯保證，新冠病毒不會通
過水進行傳播，泡過屍體的河水可放心飲用。

然而，印度理工學院、甘地訥格爾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
學環境科學學院的研究結果，明顯駁斥了此前各方的說法。研究
表明，病毒在體外並不意味著會“死掉”，迅速蒸發成為乾燥的
飛沫核，在空氣中飄蕩，會繼續存活或者休眠一段時間。等遇到
下一個宿主，找機會通過黏膜繼續感染。換言之，新冠病毒是有
可能在離開宿主後還存活的。所以，河湖中含有新冠病毒也不足
為奇。

印度的疫情令全世界目瞪口呆，媒體紛紛將其稱為“全球最

致命的一場災難”。醫院一床難求、氧氣告罄、火葬場告急、百
姓當街自行焚屍、百具屍體漂浮於恒河之上等，這一幕幕屬實令
人觸目驚心，有人說，這堪稱“人間煉獄”。當地時間6月19日
，印度衛生部當局數據顯示，在過去24小時內，印度新增60753
例新冠病例，疫情狀況有所減緩。然而，此前有報導指出，印度
衛生部曾試圖解決瞞報死亡病例數的問題，要求各地及時將那些
尚未檢測就過世的死者記錄在案，因為這些死亡極有可能就是新
冠病毒引起的。由於這一要求完全不具有強制性，很多州政府並
不遵守，這就造成了死亡病例數據不透明的問題。專家透露，在
印度疫情最嚴重的馬哈拉施特拉邦，確診患者超過100萬人，但
當地衛生部門並沒有將疑似因感染新冠而死的人記錄在冊。根據
德國數據公司Statist、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評估顯
示，印度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幾乎是官方報導的三倍。

馬克龍馬克龍：：歐洲防務自主和加入北約不矛盾歐洲防務自主和加入北約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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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在太平洋展開冷戰後最大演習
新銳艦艇精銳盡出

綜合報導 “俄羅斯在太平洋舉行冷

戰後最大規模海軍演習”。英國《每日

郵報》稱，俄太平洋艦隊罕見地出動至

少20艘艦艇，在20架戰鬥機的護衛下，

前往4000公裏以外的太平洋中部地區展

開大規模演習。“這是在俄美總統會晤

之前，俄羅斯有意向外界展示肌肉”。

報道稱，根據俄羅斯海軍的官方通

報，這次演習是俄太平洋艦隊的年度計

劃內演習，該艦隊堪稱精銳盡出：太平

洋艦隊旗艦、“光榮”級巡洋艦“瓦良

格”號，“無畏”級反潛驅逐艦“潘捷

列耶夫海軍上將”號和“沙波什尼科夫

元帥”號，此外還有3艘護衛艦和“克

雷洛夫元帥”號測量船、若幹物資技術

保障船。同時，包括圖-142MZ遠程反潛

機、米格-31BM戰鬥機在內的近20架戰

機也參與其中。

這次俄海軍歷史上的空前行動由俄

太平洋艦隊司令謝爾蓋· 阿瓦基揚茨親自

指揮。俄濱海分艦隊司令康斯坦丁· 卡班

佐夫介紹說：“演習的主要目的是演練

戰術分隊、參謀部、指揮機構按命令展

開行動，從事籌備工作並完成任務。它

的特殊之處在於演習地點位於太平洋中

部，這在我國海軍現代史上是沒有先例

的，在整個俄羅斯海軍史上也絕無僅有

。”但俄方沒有提及這次演習的具體地

點，也未說明是否靠近美國太平洋艦隊

駐紮的夏威夷群島。

據稱，俄海軍此次演習內容包括訓

練運用指揮及控製聯合部隊的能力，保

護及捍衛海上航線，並運用軍艦與飛機

之間的互操作性，搜索及追蹤模擬敵軍

潛艇及海軍艦隊。

俄羅斯衛星網稱，作為這次演習最

吸引眼球的部分，俄太平洋艦隊在遠海

“追蹤並趕走一艘假想敵潛艇”。報道

稱，率先發現假想敵潛艇的是“潘捷列

夫海軍上將”號驅逐艦。報道稱，為了

“跟蹤和識別”這艘潛艇，俄軍艦隊還

出動了配備聲吶設備的卡-27PL反潛直升

機。隨後，“響亮”號、“完美”號、

“俄聯邦英雄阿爾達爾· 齊堅紮波夫”號

護衛艦在演習區“追蹤並趕走潛艇”。

同時俄軍艦艇還在演習區域用AK-630和

A-190火炮進行了實彈射擊。

英國《每日郵報》稱，這次演習發

生在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

首次會晤之前，“俄方是有意向外界展

示肌肉”。俄羅斯《專家》周刊也認為

，如此大手筆的演習，理當被看作向美

國以及其他把太平洋視為本國安全和利

益區的國家昭告——俄羅斯在這裏也擁

有自身利益。

俄軍事預測中心主任、軍事科學院

院士阿納托利· 齊加諾克認為，這場海軍

演習是給即將於日內瓦舉行的俄美峰會

這道政治主菜端上的軍事配菜。他表示

，莫斯科希望借此告訴華盛頓：對美國

的有關聲明——即原本完全從俄經濟區

內經過的北極海上航線理當變成國際水

域，莫斯科不會毫無反應。表面上看，

這條航線位於北極，與亞太無關，但自

南部通過白令海進入它的唯一通道恰恰

處於太平洋艦隊的控製下。

不過也有俄專家認為，俄軍這次動

作實際影響有限。俄軍事外交分析中心

專家弗拉基米爾· 維諾庫羅夫認為，俄美

在太平洋地區並非“火力全開”，雙方

的主要角力區域是歐洲。“美國僅僅一

艘戰艦駛入黑海，便迅速引發俄媒體、

外交部、國防部的強烈反應”；而華盛

頓一周前在太平洋上搞的“敏捷匕首”

演習，在俄羅斯除軍事專家外，極少有

人關註。

俄羅斯火箭和炮兵科學院副院長康

斯坦丁· 西夫科夫也表示，“20艘軍艦和

戰機參與的演習被宣傳為‘大規模’，

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即便美國一支

航母編隊擁有的戰艦戰機數量都更多。

在和平時期，俄太平洋艦隊加上歸其

調度的海軍航空兵，規模甚至遜色於

日本。”西夫科夫強調，倘若俄太平

洋艦隊不進行改造升級和大幅提升艦

船數量，將淪落到只能執行局部任務

的境地。不過美國《國家利益》網站

稱，近年俄太平洋艦隊進入更新換代

的小高潮，例如“沙波什尼科夫元帥”

號驅逐艦剛完成現代化升級，在反潛

演習中大出風頭的3艘護衛艦也都是近

年新交付的20380型護衛艦，具備相當

可觀的遠程打擊能力。

幹旱、洪災後遭遇鼠患
澳農民：一生中見過最糟糕的3年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農民近年受到一連串災害重創，在熬過嚴重幹

旱、野火危機，以及持續暴雨引發的洪澇災害後，如今又遇上鼠患——

成群的老鼠湧入田野，啃咬農民辛苦種植的作物。一名老人稱，這是他

一生中所見過最糟糕的3年。

據報道，澳大利亞農民科爾· 汀克用掃帚把數百只老鼠趕向臨時設

置的陷阱，盡管有些殘忍，但他不得不設法減緩鼠害。他的農場靠近澳

大利亞鄉鎮達博(Dubbo)，澳東部許多其他的農場也和他的農場一樣，受

到大量老鼠侵擾。

然而，汀克的努力幾乎沒有效果，老鼠繼續啃咬谷物和幹草堆，任

何稍微可吃的東西都會被啃咬。

報道指出，澳農民近年受到一連串災害重創，鼠患是最新的威脅。

經過多年的幹旱之後，2019年底，野火在澳大利亞延燒數月，之後終於

久旱逢甘霖，未料多個地區豪雨成災，引發洪澇災害。

汀克稱：“我的爸爸還在，他93歲了，這是他一生中所見過最糟糕

的3年，我認為這大概也是他見過最嚴重的鼠患。”

報道稱，澳政府已宣布，提供數以百萬計美元支持，取得更強效的

毒藥。然而，專家擔心，毒藥會進入食物鏈，可能導致吃下中毒老鼠的

本土野生動物斃命。

澳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研究人員亨利表示，正確選擇殺鼠劑使

用、設陷阱，同時移除其他食物來源等方式多管齊下，可能有助抑製老

鼠數量。不過，聚焦在快速解決方案的同時，也必須著重長期解決之道

，包括進一步研究鼠患加劇的原因。

澳西部科廷大學副教授比爾· 貝特曼表示，嚴重鼠患似乎每十年發

生一次，但氣候變遷恐使這類情況變得更加頻繁。

秘魯疫苗接種速度破紀錄
一周接種近百萬劑

綜合報導 根據秘魯衛生部的數據，秘魯加快了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並在6月7日至13日的這一周內創造了紀錄，接種了近一百萬劑新冠

疫苗，平均每天接種134354劑。

據報道，截至6月15日下午2時30分，秘魯共接種了5577502劑疫

苗，其中有1992702人接受了兩劑疫苗。

衛生部再次強調，秘魯正在使用的新冠疫苗對印度報告的變異毒株

是有效的。秘魯的第二波疫情正在緩和，住院人數大幅減少，尤其是已

經優先接種疫苗的老年人群體，這表明疫苗正在發揮作用。

此外，秘魯國家統計局(INEI)15日報告說，由於除農業以外的大多

數經濟部門表現良好，與去年同月相比，2021年4月秘魯經濟增長了

58.49%。

INEI強調，2020年4月，由於政府為控製疫情而實施嚴格的限製措

施，秘魯經濟大幅收縮39.09%。

同時，今年1月至4月，秘魯經濟同比增長13.80%，但2020年4月至

今年4月期間，秘魯經濟同比下降了3.37%。

停火不足月以色列再襲加沙
脆弱的新政府遇大挑戰！

巴以達成停火協議還不滿一月，以色

列16日又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

抗運動(哈馬斯)軍事目標發動了空襲，這

是雙方自5月21日停火以來首次發生較大

沖突，也是以色列新政府上臺以來對哈馬

斯發動的首次打擊。外媒分析稱，最新的

空襲行動證明了停火協議的脆弱性，也是

對脆弱的以色列新政府的一大挑戰。

停火不足一月
巴以沖突再起
6月16日淩晨，加沙地帶傳出了陣陣

爆炸聲。以色列國防軍在一份聲明中稱，

其戰鬥機16日襲擊了哈馬斯在汗尤尼斯和

加沙的軍事基地。

以方聲明稱，恐怖主義活動發生在該

基地內。以色列國防軍面對“來自加沙地

帶的持續恐怖行為”，做好了應對一切情

況的準備，包括重新開始敵對行動。

目前暫時不清楚空襲是否造成人員傷亡。

以色列消防部門表示，早些時候從加

沙發射的燃燒彈氣球已經在以色列南部地

區造成至少20起火災。以色列稱對加沙地

帶的哈馬斯軍事目標發動空襲，就是為了

報復從該地區發射的氣球燃燒彈。

一名哈馬斯發言人在推特上發表聲明

稱，巴勒斯坦人將繼續進行勇敢的抵抗，

在耶路撒冷捍衛他們的權利和聖地。

脆弱的停火協議
脆弱的新政府
今年5月10日以來，以色列與加沙地

帶武裝組織之間爆發自2014年加沙戰爭以

來的最大規模沖突，引發國際社會嚴重關

切。在國際社會斡旋下，10天後，哈馬斯

與以色列才達成停火協議。

英國廣播公司稱，16日的以色列對加

沙空襲雖然只持續了10分鐘，但這足以提

醒這座城市裏正試圖從最近一次戰鬥恢復

的居民，停火協議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這也是自上周末貝內特領

導的以色列新聯合政府上臺以來，巴以發

生的首次暴力交鋒，貝內特的上臺為內塔

尼亞胡12年的總理任期畫上句號。

15日傍晚，來自以色列各地的數千民

眾在耶路撒冷老城及周邊地區舉行“耶路

撒冷日”遊行，大批巴勒斯坦示威者在老

城外進行抗議。報道稱，這一遊行獲得了

新政府授權，哈馬斯曾威脅采取行動，以

回應以色列遊行。

美媒分析稱，以巴新一輪沖突對脆弱

的貝內特政府而言是一大挑戰。6月13日

，貝內特率領八黨聯盟組成新政府，其中

首次包括了阿拉伯政黨聯合阿拉伯黨。該

黨領袖阿巴斯批評說，政府授權的15日的

“耶路撒冷日”遊行，是“把這個地區架

在火上烤”，目的就是動搖新政府。

太空冷凍老鼠精子成功育出168只健康後代
綜合報導 科學家們表示，

他們利用在國際空間站上儲存

了5年零10個月的凍幹老鼠精

子細胞，培育出了168只健康

後代。

據報道，這批精子於2013

年被送往國際

空間站，於

2019年被送回

地球。在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

開發機構築波

太空中心，研

究人員水化精

子後，將它們

註射到未受精

的卵細胞中，

然後轉移到雌

性老鼠體內。

報道稱，在太空儲存的精

子受到的輻射，是地面儲存的

精子的170倍。山梨大學發育

生物學家若山照彥說，與地面

儲存的精子相比，太空輻射沒

有損害精子的DNA，也沒有降

低其受精能力。

若山照彥表示，用太空儲

存的精子生育下的幼鼠，和用

地面儲存的精子培育出來的後

代一樣健康，外表正常，基因

功能也沒有異常。

科學家們正在尋求對太空

條件如何影響繁殖有更深入的

了解。有人擔心，更大的輻射

水平可能會促進有害的突變，

而減少或零重力條件可能會阻

礙胚胎發育。此前的太空研究

涉及果蠅和魚類等動物。

“如果太空輻射導致突變

，也許下一代會發生一點變化

。而如果動物在太空中生活好

幾代，突變就會積累。”若山

照彥說。“我們必須知道如何

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他表示，今年8月，研究人

員將把冷凍的老鼠發育初期胚胎

送往國際空間站，在那裏它們將

在零重力條件下解凍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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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表示，政府決

定將面向韓國公民發布的全球旅遊特別

預警期限延至7月15日，建議計劃出境遊

的公民取消或推延旅行。

韓國外交部於2020年3月23日首次發

布旅遊特別預警，此後逐月延長期限。韓外

交部表示，考慮到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

毒全球大流行，大多數國家禁止或限製外國

人員入境，決定再次延長預警期限。

韓外交部將根據各國及國內疫情形

勢、國內外疫苗接種率、疫苗接種證明

互認、跨國旅行安全區建立情況等，研

究是否繼續延長該預警。

但即便在7月15日以前，韓政府也有

可能根據國內外疫情形勢和疫苗接種情

況，部分解除旅遊特別預警。韓政府最

早有望7月允許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員，前

往疫情穩定的部分國家跟團旅遊，特別

預警的發布範圍可能因此縮小。

韓國外交部負責人表示，目前政府建議

推遲或取消出境旅遊，但7月以後，有可能視

情況解除對部分國家發布的特別預警。

韓國按旅遊目的地的風險程度由低到高發布藍黃紅

黑四級預警，藍色預警為註意安全、黃色預警為謹慎前

往、紅色預警為建議撤離、黑色預警為禁止旅遊。旅遊

特別預警介於第二級黃色和第三級紅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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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緬甸軍方證人出庭，就昂山素季涉

嫌煽動叛亂並無視疫情限製規定舉行競選活動進

行舉證。如果被定罪，昂山素季可能面臨十多年

刑期。

據報道，軍方周二在內比都舉行庭審，指控昂

山素季和被推翻的總統溫敏無視新冠肺炎疫情狀況

，在去年大選期間違反防疫規定舉行競選活動。此

外，緬甸法院還舉行另一場庭審，審理昂山素季與

溫敏以及其他高級官員一起煽動民眾抗議一事。聽

證會當天，緬甸首都內比都加強了警力，不允許記

者前去采訪。

法新社報道稱，當天的審判現場只有一名

法官、兩名書記員、一名證人、起訴律師和辯護

律師。昂山素季的律師表示，她看起來“健康狀

況良好”，有很強的抗壓力，有時聽到不利於自

己的證詞時會笑。

6月14日，內比都一家法院就昂山素季涉嫌違反

緬甸《自然災害管理法》《進出口法》等3項法律進

行舉證。她還被指控非法收受60萬美元現金和約11公

斤黃金。周一的庭審持續5個多小時。昂山素季的辯

護律師團隊在庭審前與昂山素季會見了半個小時。他

們表示，所有指控都是出於政治目的，是為了讓昂山

素季再無法涉足政治。

緬甸法院6月7日決定，昂山素季的案件將分別

於每周的周一、周二進行庭審，180天內完成審訊，

在8月中旬前做出判決。

東京奧運選手守則更新
不遵守防疫或遭驅逐出境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

公布選手須知守則第3版，其中包含東京奧運期

間的防疫措施，頻繁進出鬧區、拒絕受檢等違規

行為將受到製裁，除被剝奪參賽資格外，還可能

被處以罰款，甚至可能遭驅逐出境。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距離東京奧運會開幕僅

剩一個多月，組委會15日公布最新版的選手須

知守則，對於未遵守防疫措施的選手與相關人員

等強化處罰，包括剝奪參賽資格、課以罰金、驅

逐出境等。

報道稱，最新版守則規定，來自海外參加東

京奧運的人士需配合防疫需求等，他們將在入境

日本後的2周內接受嚴格的行動管理。頻繁進出

鬧區、拒絕接受檢查等違反規則者將受到製裁。

另外，守則規定，為了做好防疫措施，原則

上每天檢測的選手在上午9點或下午6點提交唾

液樣本，接受抗原檢查。如果檢查結果呈現陽性

，必須再接受設於選手村發熱門診的核酸檢測

(PCR)。

針對媒體相關人士、贊助商等的守則預計將

於6月22日前陸續公布，今後將視情況所需進行

必要的修正。

另據報道，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約翰· 科茨15

日已抵達東京，為即將在7月23日開幕的東京奧

運做最後準備。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預計7月到

日本。

感染人數趨少
日政府擬解除東京等地緊急事態宣言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對10個

都道府縣發布的新冠緊急事態宣言即將於20

日到期，日本政府16日就能否解除展開最終

協調。

報道稱，首相菅義偉與經濟再生擔當

相西村康稔、厚生勞動相田村憲久等相關

閣僚進行了最後階段的磋商。17日向國會

報告後，將在政府對策總部會議上決定方

針。菅義偉或將召開記者會進行說明。10

個都道府縣中僅對沖繩延長的方案較為有

力。東京、大阪等部分地區將過渡至防止蔓

延等重點措施。

菅義偉16日傍晚在官邸就宣言和重點

措施與相關閣僚磋商後，對媒體表示“明

天聽取專家意見後再作判斷”。他說：

“全國感染人數趨於減少是事實，但速度

在變慢。今後將繼續推進疫苗接種，努力

防疫。”

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10個都道府縣為

北海道、東京、愛知、京都、大阪、兵

庫、岡山、廣島、福岡、沖繩。政權幹

部透露，不僅是東京、大阪，愛知等地

也有可能過渡至重點措施。有意見認為

，岡山、廣島不會成為重點措施對象，將

完全解除。

適用重點措

施將於20日到期

的有首都圈的埼

玉、千葉、神奈

川 3 縣以及與愛

知相鄰的岐阜、

三重 2 縣。政府

內部有意見認為

應該將首都圈 3

縣與東京都視為

一體，延長重點

措施。岐阜、三

重 2 縣將基於當

地意向判斷是延長還是解除。

鑒於新冠疫情擴大，政府4月25日對東

京、京都、大阪、兵庫4個都府縣發布了第

三次緊急事態宣言。之後作為對象地區依次

追加了6個道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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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飛的湯洪波靠窗坐有講究嗎？

航天員湯洪波是首次飛行。很多網友看到
湯洪波坐在靠窗位置，評論說“感覺像極了第
一次乘坐飛機時的自己”。負責什麼工作會靠窗
坐？穿艙的過程中，他們如何分工？

從發射傳回的畫面中可以看到，聶海勝坐在中
間位置，劉伯明和湯洪波分別坐在其右側和左側。
據航天員中心航天員系統副總設計師劉偉波介

紹，他們的座位與各自所負責的工作有關，以在
飛船的狹小空間內有效進行協同工作。作為指令
長的聶海勝坐中間座椅，方便下達指令；劉伯明

的任務是協助飛船的駕駛，因需要操作的便攜式指令板安裝在了右側，所以，劉伯明
坐在聶海勝的右側；湯洪波的座位安排在了左側靠窗。

��
"

“神十二”升空 這些安排有講究

開艙門為何需手動？不能自動嗎？
三位航天員進入核心艙後，需要跨過兩個

航天器之間的4道艙門。
對於這個疑問，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員、國

際宇航聯合會空間運輸委員會副主席楊宇光表
示，從大氣環境方面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複雜
的過程。氧氣、氮氣、二氧化碳以及一些有害
氣體的壓力都不能超過允許值，同時，濕度也
必須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在神舟飛船中，兩個

艙段處在密閉不互通的狀態時，打開艙門
的前提就是壓力一致，否則，要麼艙門無
法打開，要麼艙門打開速度會極快，可能傷害到航天員，因此，航天員需要先

手動打開艙門上的平衡閥，建立一個小通道，將兩個艙體聯通，待壓力
趨於一致後再打開進行穿艙。

而從需求上來說，楊宇光指出，自動開門也沒有什麼必
要，因為穿艙的動作只有航天員在現場的時候才會發生，

完全可以手動開門，自動開門反而沒必要。

來源：中國之聲

太空之家裝Wifi 聽歌視頻皆相宜
網友喜迎“劇透”期待三雄開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網、央視網及人民網報道，入駐中國

太空站的第一個早晨，三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在起

床後要幹的第一項重要工作是什麼？6月18日上午，來自中國太

空站的最新動態新聞給出了答案，三名航天員在太空站上的第一

個早晨做了一件讓許多網友都非常熟悉的事——給太空站安裝無

線Wifi設備，不少網友留言說，期待太空三雄開“太空直播”。

據央視新聞消息，6月18日上午，三名航天員在太空站中安裝了無線Wifi設
備，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太空站任務總師孫軍介紹稱，太空站內的網絡

系統和地面上控制中心的網絡是連成一體的，通過天地通信鏈路和視頻通話設
備，太空站還可以實現與地面的雙向視頻通話和收發電子郵件。

私密語音通道可與家人說悄悄話
值得一提的是，設計師還專門給航天員們預留一條私密語音通道，航天員可

以在這裏和家人打電話“說悄悄話”，分享自己在太空生活的心情。同時，航天
員們還能依託Wifi網絡，通過隨身攜帶的骨傳導耳機方便的在各個艙段相互通
話，而且他們在任何位置上也都可以與地面通話。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航天員系統總設計師黃偉芬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太
空站時代，中國的航天員將在太空站中“居住”長達3個月至6個月的時間，除
了日常的科研工作外，航天員在閒暇的時間裏，可以聽音樂、玩遊戲、看視頻，
實時觀看電視直播，也可以隨時給地面打電話。“可以看新聞聯播，而且是實況
直播；還可以和家人、朋友、同事通電話，通過局域網絡給地面發送文字短信、
圖片、視頻等等。”黃偉芬說。

天鏈中繼衛星保障不間斷通信
“一般依靠中繼衛星來保證太空站和地面24小時不間斷的網絡連接。美國

國家航空航天局、歐空局等都有自己的中繼衛星。”中國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員楊
宇光介紹，在中國，太空站和地面通信主要依靠地面測控站、數傳接收站和天鏈
中繼衛星，其中天鏈中繼衛星能保證不間斷通信。

中繼衛星也被稱為“衛星的衛星”，它可以為衛星、飛船等航天
器提供數據中繼和測控服務，為中低軌道遙感、測繪、氣象等衛星提
供數據中繼和測控服務，為航天器發射提供測控支持。

2008年至2012年，我國先後發射天鏈一號01至03星，三
顆衛星組網運行，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擁有對中、低軌
航天器全球覆蓋能力的中繼衛星系統的國家。2016年，天
鏈一號04星成功入軌並完成在軌測試，與01至03星實現
全球組網運行，為我國神舟飛船、太空實驗室以及太空站
提供數據中繼與測控服務，支持太空交會對接等任務。
2019年3月，天鏈二號01星成功發射，這是我國第二代地
球同步軌道數據中繼衛星的首發星。它與天鏈一號衛星系
統相互兼容，使我國以數據中繼為特徵的天基通信基礎設
施在傳輸速率、服務數量、覆蓋範圍等方面進一步提升。

160快遞“開箱直播”
掃碼取用高效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新浪網報道，6月17日
18時48分，神舟十二號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先
後進入天和核心艙。核心艙內的畫面顯示，貨物打包得整

整齊齊，被固定在艙內的上下左右。而就在上月
底，“快遞小哥”天舟二號給中國太空站天和核心
艙送來了第一次太空補給，一口氣運了160多件
“包裹”，總重近7噸。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載人航天工程太空站系統
副總設計師侯永清介紹了一個設計“彩蛋”：
艙內所有貨物上均有二維碼，航天員只需要掃
描二維碼，就可以將貨物取用情況傳輸到物資
管理系統內，保證艙內貨物的高效管理。

看到這一幕，網友紛紛喊話三位航天員
“直播開箱”，更有眼尖的網友發現，其中一

份包裹上竟然寫着“太空自行
車”！

其實，早在神舟十二號發
射前的發布會上，“太空自行
車”就已被“劇透”。據介
紹，除了太空自行車外，鍛煉
區還配備有太空跑台，用於航
天員日常鍛煉。

微重力環境易流失骨質
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

消息，長期生活在微重力的環
境下，航天員的骨質和肌肉會
逐漸丟失、萎縮。據測算，航
天員在太空裏待180天，肌肉量
會減少 40%，骨質會大量流
失。如果不經常鍛煉，回歸地
面時容易骨折，在失重的環境
中，動感單車等器械是很好的
運動方式。

太空自行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 北京時間6月17日9
時22分，神舟十二號載人飛
船在酒泉成功發射。隨後，
俄羅斯、歐洲、美國等航天
機構紛紛表示祝賀。

“衷心祝賀中國成功將
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上的三
名宇航員送入中國太空
站。”俄羅斯聯邦航天局
（Roscosmos）17 日在其官
網上發表聲明稱，中國航天
技術正在迅速發展，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的又一次成功正
是進一步的明證。“中國又向
前邁出了自信的一步！”

聲明還說，俄中兩國攜手
合作能取得更大成績。“正如
先前宣布的那樣，兩國將共同
開發新的國際月球科研站。俄羅
斯和中國將在近太空和深太空長
期探索領域成為持久可靠的夥
伴。”

歐洲航天局（ESA）17日在其官
方社交媒體平台轉發法新社快訊並寫
道，“祝賀中國國家航天局發射神舟十二
號載人飛船，將三名航天員送入太空站。”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長比
爾·納爾遜（Bill Nelson）17日在官網上發表聲
明說：“祝賀中國成功將航天員送入自己的太空
站！我期待着未來的科學發現。”

許多國外網友也在相關祝賀下送上祝福：“祝賀中國！”
“這真了不起！”“平安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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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月月1818日上午日上午，，三名航天員在太空三名航天員在太空
站中安裝了無線站中安裝了無線WifiWifi設備設備。。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 6月17日18時48分，神舟十二號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艙內貨物打包得整整齊齊。
視頻截圖

● 聶海勝坐在中間位置，劉伯明
和湯洪波分別坐在其右側和左側。

網上圖片

● 航天員需要先手動打開艙門上的平
衡閥，待壓力趨於一致後再打開進行
穿艙。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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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劍虹羅偉光涉串謀危害國安今提堂
蘋果3公司須派代表出庭應訊 周達權陳沛敏張志偉獲准保釋

香港警務處國安處 17日採取行

動，拘捕 5名《蘋果日報》高層。警

方 18日正式控告其中的壹傳媒行政總裁兼《蘋果日

報》社長張劍虹，及總編輯羅偉光串謀“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違反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九條，兩人今日上午會被押到西九龍

裁判法院提訊，其餘 3名包括該報副社長陳沛

敏在內的疑犯，則已於18日晚深夜陸續獲准

保釋候查。警方並已向蘋果 3間有關公司

派遞檢控書，該3間公司今日上午須派

出代表應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少數國家政客以新聞
自由為幌子、抹黑香港警方依法對《蘋果日
報》5名董事及蘋果日報等公司採取行動甚至
悍然要求特區警方放人的惡劣行徑，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18日嚴正指出，這是
對特區執法機關依法辦案的惡意干擾、對香
港法治與司法獨立的肆意破壞、對法治精神
的公然褻瀆，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粗暴
干涉，外交部駐港公署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任何人都無凌駕法律特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

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任何人都
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新聞自由絕不是
違法行為的擋箭牌，香港國安法的權威不容挑
戰。香港特區警方對上述人士和公司採取行
動，是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同新聞自
由毫無關係。

發言人指出，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任
何人不應妄議干涉，這是基本的法治常識。特
區執法和司法機關會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

準繩，作出客觀公正的處理，輪不到外部干預
勢力說三道四，妄加指責。

發言人批評，少數國家一向自詡為新聞自
由的模範生，事實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冒牌貨。
他們喊着維護新聞自由，卻動輒以國家安全等
藉口限制合法的新聞活動，打壓各種正義呼
聲，炮製各種虛假新聞，抹黑詆毀其他國家。
他們哪來的底氣指責別人？事實一再證明，他
們所謂的自由是干預他國內政的自由，是勾結
反中亂港勢力、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自由。

發言人強調，外部勢力的任何雜音、干
預、施壓都絲毫動搖不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維護
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絲毫動搖不了我們全面
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堅定決心。外交
部駐港公署敦促少數國家政客恪守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包庇反中亂港分子
的拙劣表演，停止干擾特區法治與司法獨立的
徒勞之舉，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外交部：不能突破國安底線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被問及美國國務院有關《蘋果日報》的言論時

強調了三點：
第一，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任何機構都不是
法外之地。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任何權利自由
都不能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我們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和警方依法履職，堅定支持一切為維護
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所作的努力。

第二，香港國安法重點打擊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保護絕大多數香
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自由，包括言論自由。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重回安定，法
治正義得到伸張，香港居民和外國在港公民的
各項合法權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環境中得到
更好保障，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

第三，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
干預。我們敦促個別外國政客放下傲慢和偏
見，摒棄雙重標準，切實尊重特區依法執
法，尊重廣大香港市民享有穩定社會秩序和
正常生活的願望，尊重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
行政區的事實，尊重不干涉他國內政這一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外外交公署批外力公然褻瀆港法治精神

=�+7

在本案中被捕的4男1女，分別為壹傳媒行政總裁兼
蘋果社長張劍虹（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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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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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日前已凍結該3間公
司合共1,800萬元的犯罪資產。

警或按國安法提嚴格保釋條件
5名被捕者18日分別在西區警署、黃大仙警署、

將軍澳警署、長沙灣警署和北角警署被扣查。據了
解，警方在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決定於18日起訴張劍
虹及羅偉光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兩人今日上午會
分別由長沙灣和北角警署被押往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訊。

至於同案被捕的周達權、陳沛敏及張志偉18日深
夜陸續辦理保釋手續，獲准保釋離開警署。據了解，警
方將根據香港國安法提出嚴格的保釋條件。

警方同時向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
公司及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派遞檢控書，控告該3間公
司違反上述罪行，檢控書18日已由警員送達，並要求
該3間公司今早委派代表出庭應訊。

罪行重大處無期徒刑或囚10年以上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違反“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
刑。第三十一條則規定，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
組織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對該組織判處罰金。公
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因犯本法規定的罪行受
到刑事處罰的，應責令其暫停運作或者吊銷其執照或者
營業許可證。第三十二條則規定，因實施本法規定的犯
罪而獲得的資助、收益、報酬等違法所得以及用於或者
意圖用於犯罪的資金和工具，應當予以追繳、沒收。

警方國安處統籌500警力，於17日分頭到在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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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御庭園拘捕案中5人和搜證，及封鎖將
軍澳蘋果大樓搜證5小時，檢取涉案新聞材料等證據。
保安局局長則依據香港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有限公
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AD Internet Limited（蘋
果互聯網有限公司）3間公司合共1,800萬港元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務處國家
安全處向《蘋果日報》採取執法行動，攬炒派
聲稱這是“打壓新聞自由”。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譚惠珠強調，新聞自由不是“免死金
牌”，任何機構組織、任何行業與個人都要受
到法律規管，相信警方國安處、律政司有充足
證據進行拘捕和控告行動。行政會議成員、資
深大律師湯家驊18日則表示，警方毋須證明被
捕人與外國勢力有聯繫，只須證明有串謀意圖
即屬違法。

若影響國安應受一定限制
譚惠珠在接受點新聞訪問時表示，新聞自

由與任何其他權利一樣都受到《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的國際公約》的約束。若出現影響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公眾衞生或風化、損害他人權利和
名譽的情況，應該受到一定限制，“可以說新

聞自由是有底線的，而香港國安法正是維護國
家安全的底線，任何人都不應觸犯。”

湯家驊：推廣勾結外力或犯法
湯家驊18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反駁香港

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日前稱，勾
結或串謀需要有一個對象，傳媒只是刊登文章
不應達至勾結的說法。他表示，國安法條文清
楚地說明，任何人勾結、要求或呼籲外國政治
勢力去制裁香港就已經足夠形成犯罪。警方不
需要證明被捕人與外國勢力有聯繫，只須有證
據證明被捕人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意圖。

他續說，犯法一定要有一個犯罪意圖，報
道事實不會成為刑事行為，但背後目的若非報
道事實，而是認同勾結外國勢力的意圖，希望
透過自身工作推廣或達至勾結外國勢力的目
的，就有可能犯法。

湯家驊指出，新聞自由受法律保障是一般

原則，局限於無人犯罪或不涉及犯罪證據，倘
新聞材料屬犯罪證據即不受新聞自由保護，因
此兩者並沒有衝突。他相信法官在批出搜查令
時有考慮新聞自由問題，認為符合法律要求才
會頒發搜查令。

他強調，警方搜到的證據只可以適用於此
案的刑事檢控程序，不適用於披露給任何其他
人或其他案件，否則會構成藐視法庭，須負刑
事責任。

謝偉俊：證明意圖需環境證供
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謝偉俊認為，若要證

明犯罪意圖問題需要參考環境證供，需要證據證
明並非個別事件，而是連續性的一系列事件，故
即使部分發生的事件在國安法實施前已存在，但
相信並不因相關事件提控，而是作為佐證，而過
早公布具體涉及的文章會阻礙警方調查程序，但適
當地增加透明度對市民及傳媒有一定參考價值。

譚惠珠：新聞自由非“免死金牌”

●警方正式控告張劍虹及羅偉光，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圖為18日國安處警員押張劍虹到蘋果大樓
搜證。 資料圖片

●張劍虹及羅偉光今日上午會被押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
圖為被告羅偉光，18日被國安處警員押到蘋果大樓搜證。

資料圖片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面對溫度接近面對溫度接近 100100 華氏華氏
度炎熱的夏天度炎熱的夏天，，德克薩斯電力可靠性委員會德克薩斯電力可靠性委員會 (ER(ER--
COT)COT) 已發布節能警報已發布節能警報，，請德州居民幫助節約能源請德州居民幫助節約能源。。
由於高電力需求由於高電力需求，，請通過在請通過在 66 月月 1818 日星期五之後減日星期五之後減
少用電量少用電量，，來幫助節約能源來幫助節約能源。。能源專家建議您在家時能源專家建議您在家時
將空調系統的溫度設置為將空調系統的溫度設置為 7878 度度，，並在您離開並在您離開 44 小時小時
或更長時間時將其調高或更長時間時將其調高 44 度度。。這就是這就是““44××44””原則原則。。
如果感覺如果感覺 7878 度很熱度很熱，，吊扇或便攜式風扇可以讓您感吊扇或便攜式風扇可以讓您感
覺涼爽很多覺涼爽很多。。此外此外，，保持定期維護空調保持定期維護空調，，以確保您的以確保您的
空調可以在夏季時承受熱量空調可以在夏季時承受熱量。。 節約能源方法節約能源方法：： 將空將空
調溫度設置調高調溫度設置調高 22--33 度度，，並在許多房間使用風扇和吊並在許多房間使用風扇和吊
扇扇，， 節省洗碗和大量衣物節省洗碗和大量衣物，，直到太陽下山直到太陽下山，，不用燈不用燈
時關燈時關燈。。

夏天炎熱時夏天炎熱時，，您可能很想全天打開空調您可能很想全天打開空調，，但許多但許多
節能替代品可以防止電費飆升節能替代品可以防止電費飆升。。此外此外，，當您節約能源當您節約能源
時時，，尤其是在白天需求高峰時段尤其是在白天需求高峰時段（（下午下午 22 點到點到 77 點點））
，，它有助於保持德克薩斯電網的完整性它有助於保持德克薩斯電網的完整性。。 今年夏天今年夏天
的電力需求預計會很高的電力需求預計會很高。。德克薩斯州的所有房主和企德克薩斯州的所有房主和企
業都可能被要求進行保護德克薩斯電網業都可能被要求進行保護德克薩斯電網。。 整個夏季整個夏季
，，德克薩斯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德克薩斯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 會發布節能警報並會發布節能警報並
要求德克薩斯州人節約用電要求德克薩斯州人節約用電，，以確保我們州的電網不以確保我們州的電網不

會過度緊張會過度緊張，，尤其是在需求高峰期尤其是在需求高峰期。。 ERCOTERCOT 警報不警報不
僅適用於僅適用於 ReliantReliant 客戶客戶，，還適用於全州的德州人還適用於全州的德州人，，無無
論由誰提供電力論由誰提供電力。。 通過節約用電通過節約用電，，即使是在很小的即使是在很小的
方面方面，，我們都可以幫助緩解電網壓力我們都可以幫助緩解電網壓力，，讓每個人都能讓每個人都能
獲得更多不間斷的電力獲得更多不間斷的電力。。

夏季有哪些好的節能小竅門夏季有哪些好的節能小竅門？？ 我們有利用夏季我們有利用夏季
明亮的陽光曬衣服明亮的陽光曬衣服。。實施這些節能習慣以及我們的其實施這些節能習慣以及我們的其
他提示他提示，，以節省全年的電費以節省全年的電費。。 從下午從下午 22 點到點到 77 點點，，
將空調溫度設置調高將空調溫度設置調高 22 到到 33 度度。。並使用風扇並使用風扇，， 你會你會
感覺涼爽感覺涼爽44至至66度度。。 遵循遵循 44 乘乘 44 規則規則：：如果無人在家如果無人在家
超過超過 44 小時小時，，則在您離開時將溫度調高則在您離開時將溫度調高 44 度度。。 以下以下
提示可以幫助您節省更多能源和金錢提示可以幫助您節省更多能源和金錢：：設置泳池泵在設置泳池泵在
清晨或夜間運行清晨或夜間運行；；下午四點到六點關門下午四點到六點關門 ，，等到日落等到日落
後洗衣服並使用洗碗機後洗衣服並使用洗碗機。。 選擇隔熱窗簾或遮光窗簾選擇隔熱窗簾或遮光窗簾
，，以保持家外的熱量和室內的冷空氣以保持家外的熱量和室內的冷空氣。。 安裝吊扇以安裝吊扇以
循環冷空氣循環冷空氣。。定期更換空氣過濾器定期更換空氣過濾器，，確保空調以最佳確保空調以最佳
狀態運行狀態運行。。 利用溫暖的天氣將衣物掛在外面晾乾利用溫暖的天氣將衣物掛在外面晾乾。。
運行乾衣機不僅需要大量電力運行乾衣機不僅需要大量電力，，而且還會提高房屋的而且還會提高房屋的
整體溫度整體溫度。。

ReliantReliant 請求所有休斯頓人共同努力節約電能請求所有休斯頓人共同努力節約電能，，以以
享受一個愉快而省錢的夏天享受一個愉快而省錢的夏天。。

面對炎熱夏天德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已發布節能警報面對炎熱夏天德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已發布節能警報
ReliantReliant 提供德州居民夏日節約冷氣機用電的簡單提示提供德州居民夏日節約冷氣機用電的簡單提示

參議院一致同意通過六月節後該定為聯邦假期的法案
在眾議院通過該法案後交給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國會議員格林讚揚參議院通過六月節為聯邦假期法案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在六月節或自由日獲得一致同意通過
後，該法案現在將提交給眾議院，在眾議院可以保證通過，然後
交給拜登總統的辦公桌簽署成為法律。 慶祝 6 月 19 日，即六月
節或自由日，承認並標誌著以前被奴役的非裔美國人的解放，以
紀念 1865 年德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的奴隸獲悉他們獲得自由的
日子。 150 多年後，紐約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提出動
議，以一致同意通過該法案。 沒有其他參議員反對，包括
R-Wis. 參議員 Ron Johnson，他放棄了之前對該法案的反對意
見。

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科寧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傑
克遜•李於去年春天在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被謀殺後該國
種族緊張局勢最嚴重時首次提出該法案，但他們未能獲得所需的
支持 . 現在，大約一年後，該法案包括 18 位共和黨共同提案國
。科寧週二下午在推特上說：40 多年來，這一直是德克薩斯州
的法定假日。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從我們的歷史中
吸取教訓，繼續形成一個更完美的聯盟。自 1800 年代後期以來
，一些美國黑人一直在慶祝六月節，但近年來這個節日越來越受
歡迎。 今天，全國各地的城鎮以節日、遊行、燒烤和教育活動
來紀念這一天。

杜克大學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馬克安東尼尼爾去年 6 月告

訴紐約時報。 許多美國黑人覺得這是很長一段時
間以來他們第一次以跨文化的方式被聽到。這是一
個讓人們喘口氣的機會，讓人們了解我們所看到的
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和轉變速度。如果該法案
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並由總統簽署，六月節將成為
第 11 個年度聯邦假日。

同時，202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國會議
員格林 (Al Green) 發表聲明，讚揚參議院通過立法
，承認六月節為聯邦假日。 國會議員格林說：我
讚賞美國參議院通過立法，在全國承認六月節為聯
邦假日。6 月是格蘭傑將軍抵達德克薩斯州加爾維
斯頓並於 1865 年 6 月 19 日向被奴役的德克薩斯
人傳達解放消息的周年紀念。林肯總統於 1863 年
1 月 1 日發布了旨在解放被奴役的德州人的解放宣
言兩年多後邦聯各州的人，得克薩斯州的奴隸終於
從格蘭傑將軍那裡得到了自由的消息，格蘭傑將軍
得到了 2,000 名聯邦士兵的支持。國會議員格林
於 2020 年開始承認六月節是他辦公室的帶薪假
期 - 格林說：最初是紀念德克薩斯歷史的草根運動現在將成為
我們國家的下一個聯邦假期。為了紀念已故的艾爾愛德華茲: 德

克薩斯州六月節假期的父親以及在林肯宣布和格蘭傑宣布解放期
間在德克薩斯州非法奴役的每一個人，國會議員格林熱切期待有
機會在眾議院投票支持這項立法。

150150 多年後多年後，，紐約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提出動議紐約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提出動議，，以一致同意通過該法以一致同意通過該法
案案。。許多美國黑人覺得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第一次以跨文化的方式被聽到許多美國黑人覺得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第一次以跨文化的方式被聽到

節約能源方法節約能源方法：： 將空調溫度設置調高將空調溫度設置調高 22--33 度度，，並在許多房間使用風扇和吊扇並在許多房間使用風扇和吊扇，，
節省洗碗和大量衣物節省洗碗和大量衣物，，直到太陽下山直到太陽下山，，不用燈時關燈不用燈時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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