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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案佛洛伊德案 前白警蕭文遭判前白警蕭文遭判2222年年66個月有期徒刑個月有期徒刑
（中央社明尼阿波利斯25日

綜合外電報導）美國明尼蘇達州法
官今天以謀殺非裔男子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 ）罪名，判處前
白人警察蕭文（Derek Chauvin）
22年6 個月有期徒刑。

蕭文去年5月接獲報案，在明
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進行
逮捕時，對佛洛伊德壓頸致死，過
程影片外流後引發全球抗議怒潮。

陪審團4月20日裁定，45歲
的蕭文犯下三級謀殺、二級非預謀

殺人罪和二級過失殺人罪成立。
檢方之前向法官求刑30年，

被告則要求緩刑。
影片顯示蕭文在逮捕過程，以

膝蓋強壓在46歲、帶著手銬的佛
洛伊德頸部超過9分鐘致死，引發
全球怒潮及美國數十年以來最大規
模抗議行動。

涉佛洛伊德案的其他3名警察
和蕭文一樣，在事發隔天即遭到開
除。這3名警察預定明年就協助和
教唆謀殺佛洛伊德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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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llapse of a Surfside condo
complex just north of Miami

Beach close to midnight on
Thursday which landed on the

ground like a pancake left at
least four people dead with more
than one hundred residents still
missing.

Hundreds of firefighters and
urban rescue squads were
working on the scene. People don
’t understand how the
40-year-old condo could have
suddenly crumbled as its
residents slept in their beds. The
building was home to a mix of
white collar and retired people.

President Biden said that he had
spoken with local officials and
FEMA was prepared to assist as
needed. Biden said to the people
of Florida that, “whatever help
you wa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provide.”

The record shows that the condo
was built in 1981 and CPI got it
up-to-date on its required
40-year recertification. It was
about to undergo extensive
repairs for its rusted steel and
damaged concrete. But it was too
late.

We ur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check
all the surrounding buildings to
make sure their structures are in
sound condition.

We are sending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all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very much
appreciate all the rescue teams
that are doing a great job.

0606//2626//20212021

Tragedy In The Tourist ParadiseTragedy In The Tourist Paradise

美麗的佛羅里達州瑟復赛德
海濱的高級公寓於週四上午一時
半在一起隆隆似雷的震聲中塌了
下來，除了證實四位死者之外，
尚有一百五十人失蹤，但是預計
他們都被埋在千斤重的瓦磚下，
生還希望非常渺茫。
這棟大樓曾經住有富有的白

領、年輕家庭及許多從東部到此
的退休人員，這座廢墟如今面對
著汪洋大海，破壞的家俱和床單
在空中飞揚，現场還有火燭灰燼
在空中傳播，午夜還下了雨，
上百名救災人物正在做最後努力
，試圖找出還有的生還者。
拜登總統向災區發出緊急信

息，他對佛州人民說，我們將為
你們提供想要的任何幫助。
這種只有會在第三世界發生

的慘劇終于也在美國出現了
，事後之檢討討雖然為時已
晚，但是有專家指出，這棟
已有四十年的公寓有地基下
沉之現象，同時已經找出海
水之滲入，使鋼鐵構件生鏽
。
我們呼籲當地政府立即

全面復查所有大樓之結構和
地基， 防止有類似慘劇再
次上演。
我們對於那些失去親友

的人表示哀悼之意 ，也願
那些往生者一路好走。
更希望救難者繼續在努

力搜救那些可能的失蹤者
，我們感謝你們在萬般艱難
之危險時刻, 來完成一項搜
尋之神聖任務。

天堂公寓成了人間煉獄天堂公寓成了人間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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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國際安全合作世界和平論壇第九屆國際安全合作世界和平論壇
77月月33日在北京舉行日在北京舉行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25日在白宮與到訪的阿富汗總統加尼、阿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主
席阿卜杜拉舉行會晤。雙方表示，儘管美軍正在撤離阿富汗，但兩國將繼續發展強有力的雙邊夥
伴關係。

拜登今年4月宣布將在9月11日之前全部撤出駐阿美軍。加尼訪美之時，美國的撤軍進度已過
半，而阿富汗安全部隊與塔利班武裝分子的衝突卻日趨升級。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說，拜登、加尼和阿卜杜拉一致認為，阿富汗領導人有必要團結起來，支
持和平與穩定。拜登重申，美方致力於全面支持阿富汗內部談判。

拜登在會晤中強調，美國將持續為包括阿富汗女性、兒童和少數民族在內的阿富汗人民提供
人道主義援助，並將繼續提供安全援助，支持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此外，美方將為阿方提供
300萬劑疫苗，用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阿富汗和美國之間的伙伴關係並沒有結束。”拜登在
會晤前向記者表示，美國軍隊可能會離開，但對阿富汗的
支持並沒有結束。美方將繼續在軍事、經濟和政治層面向
阿富汗提供支持。

加尼表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是“歷史性的”，阿方對此表示尊重和支持。阿美兩國
關係正在進入“新篇章”，雙邊關係將不再是軍事上的，而是涉及彼此共同利益的方方面面。

加尼說，阿富汗安全部隊當天奪回了該國北部和南部的6個區域，“這表明了我們的決心”
。阿富汗正在經歷“重大轉變的時刻”，“只要有決心、團結和夥伴關係，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
”。

加尼當天還到訪五角大樓，與美國防部長奧斯汀會晤。奧斯汀也在會晤中重申，美方仍致力
於繼續向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提供關鍵的安全援助。

當被問及“美軍撤離後阿富汗政府最快6個月垮台”的說法時，加尼回應稱，“有過很多這
樣的預測，但最終會被證明都是錯誤的。”

（綜合報導）持續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國際合作減少
到最低程度。隨著世界模式從新冠病毒變化引發的疫情中流行複
蘇，如何重啟國際安全合作的主題話題關注。

澳門商報6月25日獲悉，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將於7月2日
在清華大學舉行，主題為“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合作：維護和保護
行動安全主義”。論壇由清華大學舉辦、中央對外宣傳協會協辦
。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世界和平論壇連閻學通介紹，
日本前圈福田康夫、國內前潘基文、澳大利亞前陸克文、新加坡
前吳作棟等7名外國前政要，將通過69國駐華使節、12國106名
智庫將出現線上線下活動。

據往屆資料，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論壇，是由中國知名學府
清華大學舉辦的具有相當高實力的非官方論壇影響，經常國家級
拒絕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

在 25 日上午舉行的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媒體演講會與 2021
年度“清華會”媒體沙龍上，閻學教授還介紹了論壇的日程、出
席嘉賓和討論的演講。

閻學通，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國際局勢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特別是給國際安全間的合作帶來
了巨大的困難。信息給人們帶來了不安。對
國家來說，甚至會帶來對和衝突。基於這些
問題，立新論壇會在疫情后及時構建安全合
作的方式。

據記者了解，中國媒體媒體關注的焦點
話題或話題的衝突，不在論壇話題之列。

閻學通樂觀地認為，至少在美國總統拜
登的利益內，兩岸發生了利益的未來。但是
拜登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將堅持“一個中國”
政策，未來四年美國改變這個政策。

“對國際安全合作來說，現在是非常困
難的時期。” 閻合作說。 演說與都需要人
與人之間的當面交流和線下交流，但是新冠
疫情引發的人員阻隔導致了很長一段時間的
“冷外交”狀態，這就是國際合作專業的減少。

據清華大學全球傳播辦公室主任陳墾介紹，第九屆世界和平
論壇期為三天，7月2日提前活動，7月3日開始，7月4日結束。

啟動式將於7月3日結束上午在清華大學舉行。論壇期間將舉辦
四場大型會議和四場專題，與會專家討論國際研討會國際安全問
題方面的多個領域和一些熱點問題進行探討。

阿富汗總統訪白宮阿富汗總統訪白宮 美重申繼續對阿美重申繼續對阿““安全援助安全援助””

（綜合報導）日本厚生勞動省在6月4日發佈人口動態統計（概數），2020年出生的嬰兒數
（出生數）為84.0832萬人，跌至有統計以來新低。 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萬人大關
、被稱為“86萬衝擊”，相比之下2020年出生人口同比又減少了2.4407萬人。

日本人口出生數，在第二次嬰兒潮的1973年曾達到約209萬人，其後持續趨於減少。日本出
生人口，在2014、2015兩年徘徊在100萬出頭，2016年跌至97.7242萬人，2017年為94.6146萬人
，2018年為91.84萬人，2019年為86.5239萬人，直線下滑的趨勢難以阻擋。

據共同社報導，2020年新冠疫情擴大，社會生活發生巨變。由於從懷孕到生產需要一段時間
，疫情對出生數的影響會在2021年之後全面體現。 2021年1月～3月的出生數初值同比減少了
9.2%。有預測稱，2021年就會跌破80萬人大關，較日本政府估算的年份早10年。

另一方面，2020年日本的死亡數為137.2648萬人，時隔10年轉為減少。其中，肺炎死亡
7.8445萬人（較上年減少1.7073萬人），流感死亡954人（減少2621人），減少比較顯著，可能是
戴口罩和洗手的日常習慣產生了影響。新冠死亡人數為3466人。從不同死因的比例來看，癌症佔
27.6%，最多；之後依次是心髒病（15.0%）和年老體衰（9.6%）。

由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得出2020年日本人口自然減少為53.1816萬人，創歷史最大減少數
。日本在2005年首次進入人口負增長，當年減少2.1266萬人；2006年微增8223人，其後人口負增
長逐年擴大。 2010年為負12.5709萬人，2011年擴大為負20.2261萬人，2016年擴大為負33.0916
萬人，2017年為負39.4421萬人，2018年為負44.407萬人，2019年突破為負51.5854萬人。

2020年，一名日本女性一生所生孩子的推定人數“合計特殊出生率”為1.34，較2019年下滑
0.02點。各都道府縣的合計特殊出生率排名靠前的是沖繩1.86、島根1.69、宮崎1.68；排名倒數則
是東京1.13、北海道與宮城縣1.21。

從母親的年齡段來看，30歲～34歲的出生數最多，為30.3434萬人。除了45歲以上的出生數
增加了27人外，其他年齡段均少於2019年。第一個孩子出生時的母親平均年齡為30.7歲。

婚姻登記數較上年減少7.3517萬對，為52.549萬對，創戰後新低。少子化進一步加速。平均
初婚年齡方面，丈夫為31.0歲，妻子為29.4歲。離婚數較2019年減少1.5245萬對，為19.3251萬對
。

20202020 年日本新生兒約年日本新生兒約 8484 萬萬，，人口自然減少超人口自然減少超 5353 萬萬，，均創紀錄均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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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衛生部長：
德國一半人已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德國大約一半人口已經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但民眾

仍需謹慎防疫。

施潘告訴媒體記者，大約4150萬，即德國人口的50.1%已經接種至

少一劑新冠疫苗；將近2470萬人，即總人口的29.6%已經接種兩劑新冠

疫苗，“這些數據給我們信心”。

德國政府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18日數據顯示，德國過去24

小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076例，較一周前2440例顯著減少，新增病亡91

人。

不過，施潘以英國所受德爾塔毒株（印度最先報告的變異新冠毒

株）影響為警示，呼籲民眾保持謹慎。

英國當前九成以上新增確診病例感染德爾塔毒株。英國政府原

定21日解除英格蘭地區所有剩余社交限製規定，但本周宣布，鑒於

德爾塔毒株在英快速傳播，上述最後階段“解封”日期推遲4周至7

月19日。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數據顯示，截至6月6日的一周，德國6.2%的新

增確診病例感染德爾塔毒株，這一比例前一周為3.7%。

施潘認為，德爾塔勢必會成為德國境內“主流”毒株，需要繼續推

進疫苗接種來抵禦。

“問題不是德爾塔毒株是否同樣會成為德國境內主流毒株……而是

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成為主流毒株），最好是接種率高、新增感染

人數少的情況下，”他說。

隨著新增新冠確診病例顯著減少，德國5月解除部分已實施數月的

限製措施，允許餐廳、酒吧和售賣非必需品的商鋪重新營業。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洛塔爾· 威勒說，德爾塔毒株更易傳染，自

然會成為德國境內主流毒株，“最遲秋季”。

他提醒德國民眾，在辦公室等室內場所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仍

需戴口罩，不要“隨意揮霍”抗疫成果。

烏外長：烏克蘭從土耳其購買無人機

以“遏製”俄羅斯

綜合報導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表示，烏克蘭已從土耳其購買攻擊無

人機以“遏製”俄羅斯並保護本國領土。

此前土耳其無人機領先生產商Baykar公司新聞處向衛星通訊社稱，

烏克蘭已經購買了土耳其攻擊無人機Bayraktar。之後俄羅斯副外長謝爾

蓋· 裏亞布科夫表示，土耳其向烏克蘭銷售無人機的消息令人不愉快。

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說，土耳其向烏克蘭出售無人機沒有前提條件，

該交易並非針對俄羅斯。

庫列巴在接受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采訪時稱：“無人機對於遏製

俄羅斯是必要的，為了讓俄羅斯三思，尤其是在計劃對烏克蘭進行任何

升級或大規模進攻之前……我們購買無人機、軍事裝備不是為了攻擊。

我們購買這些是為了自衛。這是原則問題，這就是區別。”

他還表示，俄羅斯“不遺余力”地勸阻其他國家向烏克蘭出售武器。

庫列巴在回答烏克蘭是否會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使用無人機的

問題時進一步表示：“首先，無人機是遏製手段。但是，當然，如果俄

羅斯實施攻擊並卷入到同我方的大規模軍事沖突，那麼我們將在烏克蘭

任何地區使用無人機進行自衛。”

庫列巴還強調，土耳其無人機的性能良好。烏克蘭打算為其裝配本

國生產的發動機並在本國實現本土化生產。

“太空外賣”又來了！
俄貨運飛船將運送蘋果和西紅柿

綜合報導 俄羅斯科學院生物醫學

問題研究所飲食處主任亞歷山大· 阿古

列耶夫表示，俄羅斯的“進步MS-17”

號貨運飛船將在7月初，向在國際空間

站工作的宇航員送去蘋果、西紅柿、

芥末等。

俄航天集團此前表示，“聯

盟-2.1a”運載火箭定於6月30日從拜科

努爾發射場發射，7月2日與國際空間

站的俄羅斯“探索”號實驗艙對接。

阿古列耶夫說：“在新鮮食物中

，有芥末、辣根、蘋果、葡萄柚、橙

子和西紅柿。”

他說，除了每兩周重復一次的標

準飲食外，“進步”號還會送去俄羅

斯宇航員諾維茨基和杜布羅夫在起飛

前預訂的額外食物。

目前第65次遠征隊成員在國際空

間站工作，包括俄羅斯宇航員奧列格·

諾維茨基、彼得· 杜布羅夫，以及美國

宇航員馬克· 範德黑、沙恩· 金布羅、

梅根· 麥克阿瑟、日本宇航員星出彰彥(

國際空間站指揮長)和法國宇航員佩斯

奎。

投票棄權率超66%
疲憊的法國人對選舉失去希望

綜合報導 在法國距離總統大選不到

一年之際，法國人從來也沒有如此抵製

票箱。據報道，當地時間20日，該國大

區及省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的棄權率高

達66.1%-68.6%（除全民公投外所有選舉

中投票率最低的一次），令人震驚。據

出口民調結果顯示，法國總統馬克龍

創立的共和國前進黨候選人未能在該

國任何地區的第一輪選舉中領先。多

家媒體分析認為，這場被視為“明年

總統大選前瞻”的地區選舉讓明年的

大選形勢顯得難以預測。

《新觀察家報》稱，本次選舉是

明年法國總統選舉之前進行的最後一

次選舉。雖然疫情導致各政黨無法進

行正常選舉造勢，且投票資料投遞出

現失誤，但近 3000 萬選民放棄履行公

民權顯示出民眾對民主的不信任和疲

憊，他們對於選舉不再抱有希望。法

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直言，“超低投

票率非常令人擔憂，現在應努力動

員民眾參加第二輪投票”。政府發言

人加布裏埃爾· 阿塔爾則表示，未參

與投票者眾多的部分原因是新冠病毒

疫情。

投票率低，往往對極端政治勢力

有利，但第一輪出口民調的結果顯示

，瑪麗娜· 勒龐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

聯盟並沒有在地方政府形成盤根錯節

之勢。法國電視二臺稱，大多數民調關

於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將大幅躍進的預

測落空，國民聯盟19%的得票率比6年前

的地區選舉低9個百分點，第二輪勝出

幾乎無望。

右翼聯盟（共和黨為主）、社會黨

和馬克龍領導的共和國前進黨分別獲得

27%-29%、 16.5%-17.6%及 10.9%的選票

。兩大老牌政黨共和黨和社會黨有效保

住了原有的大區及省議會優勢，執政黨

則面臨慘敗。勒龐在事後承認失利但強

調“超低投票率難以反映政黨真正實

力”。共和黨主席雅各布則表示，馬

克龍動員多名部長參選，但結果只是

“政府慘敗的標誌”。

繼去年市鎮選舉失利之後，執政黨

再次錯過在地方紮根的機會，有評論認

為這讓馬克龍“下接地氣”的願望再次

破碎。對此，政府發言人阿塔爾辯護稱

，執政黨成立僅四年，在上屆地區選舉

時還不存在。

此外，執政黨主管國家事務，沒能

有效深入地方情有可原。法國RTL電臺

稱，此次投票結果也是對馬克龍的

“最後一次警告”，已表明要參加明

年大選的上法蘭西大區議會主席貝特

朗獲得41.4%的選票，被媒體譽為“最

大贏家”。

法國媒體稱，政治觀察家本希望從

“總統大選民意試水”中看出各政黨力

量消長，但首輪選舉未能證實媒體對明

年大選“馬克龍-勒龐對決”的預測。不

過，也有分析認為，將地區選舉結果與

明年總統大選預測混為一談很不明智。

有法國媒體21日感嘆道，極右翼大失所

望、執政黨難以紮根，法國民主令人十

分疲憊！

德國總理默克爾：
沒有德國納粹就沒有流離失所
綜合報導 新的逃亡、驅逐、和解基

金會檔案中心在柏林正式揭幕，德國總理

默克爾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出席儀式並發表

講話。

默克爾說：“如果沒有德國納粹給歐

洲和世界帶來的恐懼，如果沒有德國納粹

犯下的大屠殺罪行，如果沒有德國納粹發

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數百萬德國人就不

會在二戰期間和戰後遭受流離失所和被迫

重新安置的命運。”按照默克爾的說法，

這一檔案中心的建立可以讓“我們與歷史

彌合”。據她透露，德國與其歐洲夥伴國

家為此進行了“長時間激烈的討論”。默

克爾對參加揭幕儀式的波蘭、捷克和匈牙

利的駐德大使表示感謝。

多年來，關於是否應該聚焦二戰時被

驅逐德國人的命運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特別是在波蘭，人們擔心德國人可能會

因此以受害者的姿態出現並逃避其在納粹

時代犯下的罪行。默克爾當天在講話中強

調：“為了創造美好的未來，我們必須銘

記過去的苦難”，“最關鍵的是，驅逐德

國人的歷史必須放在有因果關系的時代背

景中、而不是孤立地

被看待。”

德國文化部長莫

妮卡· 格呂特斯認為，

新檔案中心可以揭露

“長期被忽視的歷史

真相——即二戰期間

和之後數百萬人無法

估量的痛苦都源於逃

亡和流離失所。”她

表示，多年來人們一

直致力於尋找恰當的

紀念形式，“有時會引起激烈的爭論”。

在格呂特斯看來，對於20世紀不同記憶的

傾聽和認可，其本身也是歐洲身份認同的

一部分。

新檔案中心主任貢杜拉· 巴文達姆則

強調：“關鍵在於紀念上千萬難民和流離

失所者從20世紀持續至今的經歷。而且，

人們的同情應該無關他們的國籍。”在他

看來，“如果沒有納粹的驅逐和種族滅絕

政策，1400萬德國人也不會因為逃亡和被

驅逐而失去自己的家園，”不過，巴文達

姆指出，“盟國和中東歐國家因第二次世

界大戰而驅逐德國人也是不公正的。”

據悉，新檔案中心位於柏林市中心的

波茨坦廣場附近，耗資6300萬歐元，將從

23日起對公眾開放。常設展、特別展、閱

覽室和研究室占地超過5000平方米。展覽

的內容包括強製移民的歷史以及二戰後數

百萬德國人的逃亡和被驅逐的經歷，按時

間順序排列，以證明納粹恐怖和德國發動

侵略戰爭是導致此後德國人流離失所的原

因。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1年6月27日       Sunday, June 27, 2021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要麽打疫苗，要麽進監獄！

綜合報導 “你們自己選，打疫苗，或者我

把你們關進監獄。”據路透社消息，菲律賓總

統杜特爾特21日發出威脅，警告民眾如果拒絕

接種新冠疫苗就將被關進監獄。報道提到，菲

律賓目前疫苗接種率很低。

報道稱，杜特爾特的言論與其衛生官員的

言論矛盾，此前菲律賓衛生官員表示，雖然政

府敦促人們接種新冠疫苗，但依舊是自願的。

不過，杜特爾特當天在電視講話中還說：

“別誤會我的意思，這個國家正面臨危機。”

“我只是對菲律賓人不聽從政府的意見而感到

惱火。”

另據菲律賓新聞媒體Rappler 報道，杜特

爾特當天還表示，他之所以發出這樣嚴厲的

威脅，是由於菲律賓因新冠進入全國緊急狀

態，而未接種疫苗的人可能是新冠病毒的

“攜帶者”。

報道還稱，杜特爾特承認這是一個“強硬”

手段，他會找到一個合法的方式來執行。

“我會非常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當然是要合法執

行，根據危機政策，這是個健康問題。”

據報道，截至6月20日，菲律賓政府已經

為210萬人完成疫苗接種。而政府目標的實現依

舊緩慢，菲政府計劃為這個1.1億人口國家的

7000萬人接種疫苗。

另據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

據，截至北京時間6月22日7時21分，菲律賓

已累計確診新冠病例超136萬例，其中死亡接近

2.4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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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與日本外交當局

在首爾舉行局長級磋商，就強征韓國

勞工賠償案等兩國問題進行了討論。

據報道，21日下午，韓國外交

部亞太局長李相烈在外交部大樓與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船越健

裕，舉行了韓日外交局長級磋商。

這是2021年4月初李相烈訪日舉行外

交局長級磋商後，時隔80多天雙方

再次進行會晤。

韓國外交部表示，雙方共同認

為，韓日關系穩定和面向未來的發

展對地區以及世界和平、穩定與繁

榮極為重要。

韓國外交部介紹說，李相烈再

次闡明韓國政府對被強征韓國勞工

和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問題的立場，

並介紹了受害者和有關團體等對這

些問題的意見，強調日方需要表現

出誠意。

李相烈還轉達了韓方對於東京

奧運會地圖上將韓日爭議島嶼(韓國

稱獨島，日本稱竹島)標為日本領土

一事、福島核電站汙水處理問題，

以及日本近代產業設施申遺問題等

的看法和憂慮。

報道稱，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

洲局長船越健裕介紹了日本政府方

面的立場。

柬埔寨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
製衣廠工人獲援助金

綜合報導 進入6月以來，柬埔寨

每天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例仍居高不

下，鑒於多個製衣工廠出現群體性感

染，政府開始對工人發放援助金。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22日通報，該

國當天新增報告678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新增治愈出院763例，新增死

亡18例。新增確診病例中，58例為境

外輸入確診病例，620例為社區傳播感

染病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

確診超過4.4萬例，累計治愈3.8萬例

，累計死亡459例。

柬埔寨勞工部當天發布聲明稱，

位於金邊、大金歐和西哈努克市(西

港)的513家製衣廠，此前受到政府大

規模“封城”影響而暫時關閉。因此

，政府決定向受影響的513家工廠工

人發放一次性援助金，每人16萬柬幣(

約40美元)，工人總數為27.5萬人。

據介紹，這也是自去年初暴發新

冠肺炎疫情以來，受惠人數最多的柬

埔寨政府一次性疫情紓困援助項目。

政府通過WING銀行發放這筆現金援

助。若受惠工人在10天內仍未領獲援

助金，可以向該部專門工作組提出詢

問。

此外，柬埔寨衛生部消息稱，政

府已正式推行新冠肺炎居家治療標準

作業程序。柬埔寨衛生部指出，推出

新冠肺炎居家治療標準作業程序將為

醫療體系減壓，也為醫務人員騰出更

多時間、精力來治療重癥患者。根據

程序，當醫院70%至80%的病床已收

治確診患者後，各省市抗擊新冠肺炎

委員會就要開始實行該方案，以保留

20%到30%的病床予重癥患者。

東京奧運觀眾人數上限1萬人
若疫情加劇將閉門舉行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

委員會、東京都、日本政府、國際奧委

會(IOC)、國際殘奧委會(IPC)的代表舉行

五方磋商，正式決定東京奧運比賽場館

的觀眾人數上限為容納人數50%，且不

得超過1萬人。

報道稱，這一規定遵循了日本政府

新冠防疫措施中對大規模活動的限製。

不過，奧組委秘書長武藤敏郎補充稱，

這1萬人上限指的是持票觀眾，不包括國

際奧委會和海外的來訪者等。他還說，

奧運會開幕式的入場總人數將明顯少於2

萬人。

門票已銷售了約42%。武藤敏郎表

示，將對超過人數上限的時段再次抽簽

，說明稱售出的約448萬張門票將因奧運

延期和再次抽簽減至約272萬張。他表示

原本預估9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3億元)

的門票收入預計減到一半以下，有必要

圍繞收入減少與日本政府、東京都展開

磋商。

在線參加磋商的IOC主席巴赫強調：

“IOC完全支持(人數上限)決定。”東京

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在記者會上稱“舞

臺的框架完成了”，但也表示“只要疫

情未能得到抑製，就必須也做好空場的

心理準備。”

日本首相菅義偉也稱“日本要舉辦

的是一個讓人放心的奧運，因此，一旦

新冠疫情惡化，不讓觀眾入場也是理所

當然。”

東京奧運共有200個國家和地區的1

萬多名運動員參加，持續兩周的奧運一

共有43個賽場，大多數分布在東京首都

圈內，其中最大一個是舉行開閉幕儀式

的新國立運動場，可容納68000名觀眾。

位於東京中央區晴海的奧運村將在7

月13日啟動。奧運村裏有21棟公寓，一

共3800個住宿單位。臥室分好幾種，最

小的是雙人間，最大的可容納八人。運

動員的三餐由兩層樓的大食堂提供，可

同時坐滿3000人。奧委會引用日本國內

的防疫準則，限製運動員在公眾場合喝

酒， 只允許在房內“獨飲”。

日本奧委會21日發布的聲明指出，

已擺脫“緊急狀態”的東京目前仍是防

疫重點區。倘若疫情再度升級，則將考

慮舉行閉門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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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
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着重
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

訓，制定了紅軍今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改組了中
央領導機構，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
統治，增選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從
而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
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
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

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據兼職義務講解員孔霞所述，遵義會議會址是毛

主席為數不多題名的革命舊址。1964年，遵義會議紀
念館正在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維修，紀念館的主要籌
建者、孔霞的爺爺孔憲權找到楊尚昆同志，提出請毛
主席為紀念館題寫館名。“當年11月，毛主席欣然
在兩張條幅上題寫下‘遵義會議會址’這六個大字，
原件是豎寫的，前四字在一張，‘會址’兩個字在另
一張。”

● 孔霞激情講述毛主席為
紀念館題名的由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攝

遵
義

老兵率建紀念老兵率建紀念館館
爺孫接力新長征爺孫接力新長征

“爺爺的故事幾乎就是遵義在中國共產

黨百年歷史上‘生死攸關命運轉折之地’的

生動註腳。”遵義會議紀念館兼職義務講解員孔霞回憶爺爺孔憲

權——紀念館第一任館長的事跡時作出如斯描述。孔憲權是一名

老紅軍，1935年在遵義婁山關的大戰中身上多處中彈，留在當地

養傷，癒後行動不便，靠做泥瓦匠過活。與組織“失聯”15年之

後才恢復了黨籍和工作，隨後籌建遵義會議紀念館，孔霞形容這

段經歷是爺爺的新長征。如今，她接過了擔子，把紅色故事傳下

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掃碼看片

1935年1月，紅軍攻克貴州北部重鎮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
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其後，紅軍臨危作出了
回師貴州、二渡赤水的決定。2月24日，紅軍佔
領貴州桐梓，26日攻克險要婁山關，28日再佔遵
義城，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一
次勝利。

中槍流落遵義 癒後行動不便
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

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也因此被
稱為“生死攸關命運轉折之地”。

孔憲權在遵義會議召開時的職務是紅三軍團第
四師第十二團作戰參謀。1935年2月26日，在攻佔
婁山關大戰中身中敵人六發機槍子彈後，由於軍中
缺醫少藥，只能用鴉片水麻醉，取出了一些骨頭碎
塊，然後被安排在時屬貴州省黔西縣、現屬金沙縣
的嵐頭鎮一戶宋姓開明士紳家中養傷，後隱藏身
份，靠挑擔小賣或給人做泥瓦匠過活。因傷癒後左
腿比右腿矮十公分左右，被鄉人稱作“跛子瓦
匠”。

不過，孔霞卻用“新的長征”來形容爺爺因
受傷流落遵義及以後的經歷。

“失聯”15年復職 奮力收集文物
1950年，孔憲權從報紙上看到過

去老上級楊勇、蘇振華的名字，得知他
們已任貴州省主官，遂寫信聯繫。終於
在與組織“失聯”15年之後，恢復了黨
籍和工作。

孔憲權先任遵義縣第七區副區長。1952年起負責遵
義會議紀念館籌備工作，雖然行動不便，“他卻帶領當
時的八個工作人員，靠肩挑背馱，在貴州各地收集革命
文物。當時的1,000多件革命文物，都是他們這樣收集
的。”

孫女接力傳承 講好紅色故事
孔憲權當上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首任館長後，仍然

年復一年向來這裏的人講述婁山關和遵義的故事。孔
霞接過宣講的棒子，雖然在區裏文化旅遊局另有本
職，而只當兼職義務講解員，但為了做好導賞，她常
常做大量“功課”，對生她養她的這片土地加深了
解。

遵義會議的召開，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而在86年
後，遵義徹底撕掉了千百年來絕對貧困的標籤，貴州
923萬貧困人口全部摘掉貧困的“帽子”，創造出中國
脫貧攻堅戰的“貴州奇跡”。過去五年，遵義綜合經
濟實力全面躍升，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高於
全國、全省，總量和人均水平分別是2015年的1.7倍和
1.6倍。

國家經濟發展令國人
倍感振奮。作為紅軍後
代，孔霞特別注意到遵義
市在規劃2035年的發展目
標時，提出要建成“紅色
傳承引領地”，以遵義
會議會址為核心
的周邊長征文化
遺址遺蹟等將成
重 要 部

分。
傳承紅色精神任重道遠。每個人都要走好屬於他

們自己的長征路，讓自己和周圍的人能過上更好的生
活。孔霞今後將更努力，讓紅色精神財富代代傳承下
去。

轉折之地轉折之地 開創新局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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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主要經濟數據
（2016年-2020年）

地區生產總值：

由2,403.94億元增長

至3,720.05億元，年

均增長9.8%
財政總收入：

由 480.11 億元
增長至924.75億
元 ， 年 均 增 長

9.59%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 27,097 元 增 長 至

37,190 元，年均增長

8.3%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 10,109 元 增 長 至

14,718 元，年均增長

9.7%
（單位：人民幣）

● 孔憲權在遵義會
議會址紀念館前留
影。 受訪者供圖

● 紅糖製作已成為遵義淋灘村
的主導產業。 資料圖片

今日遵義市老城 遵義會議召開前後 遵義城

遵義遵義

之特別報道 革命聖地今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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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遵義新蒲新區辣
椒城內將辣椒裝袋。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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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港以“法的精神”凝聚新共識 化解部分港人對中共心結

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實

現祖國統一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

命。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重要參

與者、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原主任喬曉陽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訪

問時表示，正值香港步入由亂到治的新階

段，香港社會應總結得失開展治亂反思，

在憲制要義上重新校準認知坐標，從“法

的精神”層面返本歸真凝聚新共識，化解

部分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心結，確保

“一國兩制”事業在香港特區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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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治亂反思
校準憲制認知

喬
曉
陽

：

喬曉陽從事港澳工
作近30年，為“一國兩
制”事業奔走忙碌，溝
通風範深得人望，被港
澳媒體尊稱為“喬老
爺”。平易通達、幽默
風趣、深入淺出……在

全國人大位於北京西交民巷的辦公室裏，
已卸任的“喬老爺”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聊
起港事港人，娓娓道來，風采依舊。

香港回歸以來，人大多次釋法和決
定，喬曉陽每每赴港釋疑解惑，不辱使命
贏得認同。即便是與反對派“過招”，喬
曉陽循循善誘，亦是戰績不俗。

“設身處地了解對方立場，聽取意
見，是開啟溝通的第一步。”喬曉陽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否決香港2007/08年雙普選，在香港引起
不少反對聲。喬曉陽頂着壓力赴港與各界
人士對話，他當時在開場白中說道：“我
這次來是來講道理的，我認為絕大多數香
港人也是講道理的，包括要求2007/08年
雙普選的大多數人在內也是講道理的。”
喬曉陽入理入情的講話引發全場共鳴，掌
聲雷動。

富同理心人情味 更捍衛底線
在喬曉陽的溝通詞彙中，既富有同理

心和人情味，更不乏捍衛底線的硬氣表
達。2018 年 4 月，他在一次香港演講中
說：“中國人民在近代內憂外患下都沒有
喪失過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和意志，在已
經日益強大起來的今天，還能讓‘港獨’
得逞嗎？絕不可能！”針對宣揚“港獨”
是言論自由的說法，喬曉陽反問道：“圖
謀、煽動分裂國家是言論自由？世界上沒
有這種理論。在‘港獨’問題上做開明紳
士是不行的！”2020年11月在香港一次
演講中，他解釋中央出手治理香港亂局時
強調，“一忍再忍，忍無可忍，不能再
忍，再忍要犯歷史性錯誤！”

柔與剛，情與法，這些看似對立的兩
端在喬曉陽這裏實現了某種統一。喬曉陽
是開國將軍喬信明的後代，做過老一輩革
命家陳丕顯的秘書，紅色基因的傳承賦予
了家國襟抱。年輕時留學、當兵、種地、
做工的基層經歷，培養了民本情懷。堅守
終極目標的原則性，為原則而適當變通的
靈活性，被喬曉陽融會貫通。

被問及溝通的成功秘訣，“喬老爺”
笑着說：“哪有什麼秘訣，惟有‘真誠’
二字，只要為國家好，為民族好，為香港
好！”

溝通無秘訣 真誠重中重
��

● 2019年10月1日，喬曉陽出席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慶典觀禮活動。 受訪者供圖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4年，但
人心回歸工作仍任重道遠。喬曉陽
在專訪中認為，提升香港人的國家
認同，需要多管齊下。港人應逐步
接受和適應憲制秩序的大變革，特
區政府應加強年輕人的國民教育，
而內地應加快現代化建設，令香港
同胞以中國人為榮。

部分香港人熱愛祖國的大好河
山，也有民族和文化歸屬感，卻對
國家缺乏政治和法律認同。喬曉陽
指出，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是香港本地的一場憲制性大變革，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了以前的英
國不成文憲法和《英皇制誥》《皇
室訓令》，成為香港特區共同的憲
制基礎。人們對一場歷史大變革的
認識通常需要較長的適應過程，希
望香港居民能夠加快接受和適應
“一國兩制”這場大變革。

需加快現代化 增內地吸引力
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和公共機

構應通過制度安排加強國民教育，
提升年輕人對國家歷史和國情的了
解和認同，引導香港居民接受國家
的管治權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利益，尊重國家的代表標誌，融
入國家現代化建設進程，共同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作貢獻。

喬曉陽認為，促使香港人對國
家的認同，內地也要做好自己的事
情，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不斷完
善民主法治，提高社會文明程度。
把國家建設好，增強內地對香港的
吸引力、向心力、說服力，讓香港
同胞以中國人為榮。與此同時，深
度促進兩地的交流合作、自然融
合，為人心回歸創造互動平台。

多
管
齊
下

加
強
國
民
教
育

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偉
大事業。起草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基本

法，被鄧小平譽為“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喬曉
陽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陸續
通過決定、釋法、修訂附件等方式，回應和解決“一
國兩制”實踐中不斷出現的變化和問題，對基本法的
認知也由此呈現出不斷豐富和深化的過程。

全國人大推出香港國安立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等組合重拳，從法律制度層面彌補了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漏洞，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和行政主導的重要
原則，香港從此步入由亂到治的新階段。喬曉陽指
出，中央出手撥亂反正，為香港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
開啟了“潮平兩岸闊”的新航道，而“一國兩制”在
香港能否行穩致遠，取決於香港社會各界如何重新起
航。

喬曉陽認為，香港為長期亂局付出昂貴學費後，
應好好珍惜這堂治亂大課提供的反思機會，接受一次
返本歸真的觀念洗禮，特別是就“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的法理要義重新校準認知坐標。比如，在憲法和基
本法的關係中，他重申，憲法和基本法一起構成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法律基礎。憲法是“母法”，基本
法是“子法”。基本法界限在哪裏，要放在憲法規定
的框架中來理解和執行；就“一國”和“兩制”關係
而言，他提醒，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實行資
本主義制度的主次關係不能顛倒。中央不會改變香港
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不能允許有人利用香港
謀求改變國家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央對港具全面管治權
作為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概念的第一人，喬曉陽

再次強調，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對香港特區在內
的全國所有地方都具有全面管治權。中央對香港具有
的最大權力，正在於制定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基
本法，規定在香港實行的制度和政策。這種權力是先
於基本法存在的。從法律上講，它來源於憲法，來源
於國家主權，如果用一個概念來概括，就是中央對香
港具有全面管治權。中央透過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區，
並非分權關係，特區權力不能對抗中央權力。中央兩
度出手大破大立，正是全面管治權的應有之義。

基於種種原因，一些香港人不喜歡共產黨，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在香港時常引起爭議。喬曉陽指出，就
法理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一項憲法制度。我國憲
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
質的特徵。”從百年史實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
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締造了新中國，推行改革開
放，令經濟騰飛、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國際地
位大幅提升，實現了中國人由“站起來”、“富起
來”到“強起來”的巨變。

沒中共就沒有“一國兩制”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創建者，

回歸後香港繁榮穩定的維護者。每當香港政治、經
濟、社會、民生遭遇困境時，中國共產黨都是劍及履
及，全力支持香港特區的獨特性以及香港同胞的福
祉。喬曉陽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版
權所有”“獨家經營”，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一
國兩制”，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香港，應該得到香港
市民們法理上的尊重、理智上的理解、情感上的信任
和行動上的擁護。

這位法律權威表示，憲法和基本法是充滿活力的
頂層設計，“一國兩制”是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與香港的政治互信至關重要，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在特區越有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空間就越
大。

●喬曉陽近日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 攝

●去年11月，喬曉陽在香港與特首林鄭月娥等出席
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 受訪者供圖

●喬曉陽認為，特區政府應通過加強國民教育，提升
年輕人對國情的了解。圖為去年12月香港學校的“國
家憲法日”活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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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休士頓最活耀的社團休士頓最活耀的社團 「「中華老人服中華老人服
務協會務協會」」 於昨天於昨天（（66月月2626日日））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後面停車場舉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後面停車場舉
行今年第一行今年第一、、二季會友慶生祝壽會二季會友慶生祝壽會。。共有共有150150位會員位會員、、6060位壽位壽
星報名參加星報名參加。。大家遵從疫情期間防疫規則大家遵從疫情期間防疫規則，，所有與會者坐在各自所有與會者坐在各自
的車內的車內。。台上僅有台上僅有 「「老協老協」」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及貴賓及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楊容清副主任等人楊容清副主任等人。。

「「老協老協 」」 趙婉兒會長首先在慶生會上致歡迎詞趙婉兒會長首先在慶生會上致歡迎詞，，感謝大家感謝大家
冒著酷暑前來參加大會冒著酷暑前來參加大會。。趙會長首先祝賀今年第一趙會長首先祝賀今年第一、、二季的二季的6060
位壽星生日快樂位壽星生日快樂，，壽比南山壽比南山。。因為新冠疫情因為新冠疫情，， 「「老協老協」」 去年一整去年一整
年沒辦室內活動年沒辦室內活動。。如今僑教中心開始對外開放如今僑教中心開始對外開放。。 「「老協老協」」 周二周二、、

周四的周四的 「「卡拉卡拉OKOK 班班 」」 及周六及周六、、周日的粵曲周日的粵曲、、功夫班才開功夫班才開
課課，，每班室內僅限每班室內僅限1515人人。。還有電腦班還有電腦班，，仍在網上上課仍在網上上課。。至至
於會友們期待的於會友們期待的 「「每月一遊每月一遊」」 活動活動，，目前正在觀察中目前正在觀察中，，希望希望
今年八今年八、、九月能恢復九月能恢復。。她並提及今天有歡送她並提及今天有歡送 「「經文處經文處」」 何組何組
長及長及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楊副主任任滿返國及感謝楊副主任任滿返國及感謝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捐了三百元羅復文處長捐了三百元，，贊助今天的活動贊助今天的活動，，及僑教中心陳主及僑教中心陳主
任捐了一份禮物任捐了一份禮物，，楊副主任的父母捐了二份禮物楊副主任的父母捐了二份禮物，，在此一併在此一併
致謝致謝。。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的羅復文處長表示的羅復文處長表示：：他還記得去年九月他還記得去年九月
，，他打了這輩子第一次打流感的經驗給了他打了這輩子第一次打流感的經驗給了 「「老協老協」」 ！！他也介他也介
紹紹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從今年七月一日起從今年七月一日起，，除原有的周一除原有的周一、、三三、、
五服務外五服務外，，又加開了每周二又加開了每周二，，四上午的服務時段四上午的服務時段，，服務僑胞服務僑胞
。。近期因為變種病毒近期因為變種病毒，，疫情加劇疫情加劇，，台灣邊境管制台灣邊境管制，，回台不方回台不方
便便，，增加服務時段增加服務時段，，希回國僑胞希回國僑胞 「「授權書授權書」」 活動辦理順利活動辦理順利，，
大家平安健康大家平安健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表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表示：：婉兒學姊二個月前曾來婉兒學姊二個月前曾來
向她表示向她表示，，希望今天的活動能在大禮堂舉行希望今天的活動能在大禮堂舉行，，她正思考時她正思考時，，
印度病毒株入侵印度病毒株入侵，，她認為大禮堂現在還是不開放好她認為大禮堂現在還是不開放好！！希望今希望今
年年 「「老協老協」」 第三季慶生會能回到大禮堂來第三季慶生會能回到大禮堂來。。她希望大家平常她希望大家平常

防護措施要作好防護措施要作好，，如戴口罩如戴口罩、、洗手洗手，，一樣不能馬虎一樣不能馬虎！！
當天還舉行歡送當天還舉行歡送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何仁傑組長及何仁傑組長及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楊容清副主任的贈品儀式楊容清副主任的贈品儀式。。何組長因公務在身何組長因公務在身，，不克出席不克出席。。由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柯秘書代表柯秘書代表。。柯秘書代表何組長致詞柯秘書代表何組長致詞：：他在休市他在休市
已有六年已有六年，，對他的一生來說對他的一生來說：：他把六年的精華時光全奉獻給公務他把六年的精華時光全奉獻給公務
員生涯員生涯。。做人非常熱心做人非常熱心，，對長輩們照顧有加的僑教中心楊容清副對長輩們照顧有加的僑教中心楊容清副
主任表示主任表示：：她已在休士頓三年又二天她已在休士頓三年又二天，， 「「老協老協」」 是大哥哥是大哥哥、、大姊大姊
姊們的家姊們的家，，也是父母來看我時最喜歡的去處也是父母來看我時最喜歡的去處。。今天今天，，他們為今天他們為今天
的壽星各準備一份禮物的壽星各準備一份禮物。。我將於七月十三日返台我將於七月十三日返台，，擔任僑委會擔任僑委會

「「綜合規劃處綜合規劃處」 「」 「國會聯絡員國會聯絡員」」 。。我雖已回台我雖已回台，，但我的但我的LINELINE 沒沒
變變，，
大家返台時大家返台時，，麻煩告知一聲麻煩告知一聲，，好讓我略盡地主之誼好讓我略盡地主之誼。。天下沒有不天下沒有不
散的宴席散的宴席！！我們後會有期我們後會有期！！

當天前來參加慶生會的當天前來參加慶生會的 「「老協老協」」 會友會友，，都坐在車內參與全程都坐在車內參與全程
，，最後在喜慶的抽獎活動最後在喜慶的抽獎活動（（共有三位會友抽到大獎共有三位會友抽到大獎，，並上台與隹並上台與隹
賓合影賓合影））後後，，全場在喜慶的全場在喜慶的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歌聲中歌聲中，，由每位義工到由每位義工到
車前贈送生日蛋糕等紀念品車前贈送生日蛋糕等紀念品，，場面溫馨感人場面溫馨感人！！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昨天上午舉行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昨天上午舉行 今年第一今年第一、、二季會友慶生祝壽會二季會友慶生祝壽會

美國恆豐銀行捐助密西西比大學中文領航學子赴臺研習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

長為感謝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捐助母校密西西比大
學 「中文領航學程」赴臺灣研習計畫，造福諸多學子
，特於本(2021)年6月24日頒發感謝狀，表彰其為促進
台灣與密西西比州教育交流不遺餘力。

羅處長表示我駐美代表處蕭美琴大使去(2020)年12
月 2 日與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on）
簽訂 「台美國際教育合作瞭解備忘錄」，推動 「台美
教育倡議」( U.S.-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目標為
整合資源、擴大交流，選送華語教師到美國教學、鼓
勵美國學生到台灣學習華語。駐休士頓辦事處亦積極
配合推動本項政策，欣見僑界領袖共同支持台美重要
語言教育計畫。青年學子之間的交流除為台美高等教
育的合作增添動能，更為未來進一步推展台灣華語教
學在美深耕鋪路。

吳文龍董事長1970 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化工系
，1972 年到美國密西西比大學留學，於1974年獲化工

碩士學位。他回顧創業以來篳路藍縷，迄今事業有成
，實感念母校的栽培，爰捐助密西西比大學 「中文領
航學程」赴台灣研習計畫，協助美國青年學子的華語
學習，另透過實地參訪可增進對台灣社會、文化、藝
術等各面向的瞭解。

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位於密西
西比州牛津市，成立於1848年，為密州大學系統的旗
艦大學，共有4個校區，15個學院，逾2萬4,000名學
生。該校人文學院下設有現代語文系，教授11種語言
，系上教職員工80餘人。該系中文組自2003年獲美國
國防部國家安全教育計畫所屬之國家領航計畫(The
Language Flagship)支持成立 「中文領航學程」。為精進
語言的學習，領航學生於大學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暑假
赴海外進行為期8周的暑期課程，在二年級升三年級的
暑假另參加領航計畫審核批准的暑期課程。本年原訂
赴臺灣暑期研習課程因疫情緣故改為線上教學。

吳文龍董事長捐贈密大案吳文龍董事長捐贈密大案

節目結束前所有貴賓節目結束前所有貴賓，，與抽中獎的三位會友田欣等人上台合影與抽中獎的三位會友田欣等人上台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代表何仁傑組長的柯秘書代表何仁傑組長的柯秘書（（左二左二 ））及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及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右一右一））與與
「「老協老協」」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右一右一），），及貴賓及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右二右二））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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