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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疫情77月驟升月驟升 CDCCDC警告美防疫又逢關鍵點警告美防疫又逢關鍵點
（中央社）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
今天警告，美國 「尚未走出疫情叢林」 ，隨
Delta變異株肆虐未接種疫苗地區，美國疫情再
次處於關鍵點。

「紐約時報」 報導，距美國總統拜登在白
宮南草坪舉辦7月4日國慶派對並宣布國家走出
COVID-19疫情 「獨立」 還不到3週，如今瓦倫
斯基卻直呼Delta株（最先現蹤於印度）是科學
家所知 「最具傳染力的呼吸道病毒之一」 。

美國自7月起的新增確診已暴增250%，從
7月1日平均每日僅1萬2800例新增，驟升至上
週每日約4萬5000例，每日染疫病故約250人
雖遠低於去年疫情高峰時的水平，但仍比兩週
前攀升42%。

奧克拉荷馬州一場婚禮讓至少15名已接種

疫苗的賓客確診；而喧鬧的美國國慶日慶祝活
動，讓麻薩諸塞州普羅文斯敦（Provincetown
）的病毒擴散到全國數十個地點，有時甚至是
由已完整接種的慶祝者散布。

34 歲的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 ）生物學家福瑞塔斯（Elyse Freitas
）對於自己婚禮上竟有15名已接種疫苗的人染
疫一事感到訝異。她表示，疫情期間她向來謹
慎行事，之前已將婚禮延期一次，經深思熟慮
後才改在7月10日舉行室內婚禮。

根據染疫者症狀，福瑞塔斯認為感染源頭
應是出自婚禮前兩天的告別單身派對，當時有
12名打過疫苗的人在沒戴口罩下前往奧克拉荷
馬市鬧區酒吧，其中7人後來採檢驗出病毒陽
性反應。最終，這場婚禮有17名賓客染疫，幾
乎全都有輕微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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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rential rains have battered
Henan providence since last
weekend. At least 33 people
have died and eight more are
missing in central China.

Following the rain, entire
neighborhoods were submerged
and many people were trapped in
subway passages caused by
landslides that overwhelmed
dams and river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the
catastrophe has caused almost
$190M U.S. dollars in economic
damage and displac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region.

The City of Zhengzhou is one of
the worst hit areas. During the
evening rush hour last Tuesday,

hundreds of subway
passengers were trapped in
the rising water as murky
torrents gushed into tunnel.

We were so glad to hear that
many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from Dallas and
Houston have already started
a rescue effort try and donate
money to help the victims.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and
students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is country have been so
great, not only in business,
but also in many other fields
including scientific, medical,
financial and academic
disciplines. We are all so proud
they became a part of this great

nation. In the meantime, we
never will forget our roots, our
culture and where we came from..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to help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they all need help in
this time of emergency.

0707//2424//20212021

Chinese-AmericansChinese-Americans
Donate To Henan FloodsDonate To Henan Floods

百年難見的暴雨，冲進了
中國大陸中原地區河南省，鄭
州、洛阳、焦作、許昌等全省
各地汪洋一片地鐵下傳來的呼
救， 良田被毀， 房屋倒塌，
死傷嚴重，各地告急。

旅居德州各地的河南同鄕
和華人社區領袖已經召開緊急
會議，立即開展捐獻活動，以
最快速度參加救災義舉。

我們雖然身在海外，但是
對於河南水災造成之災難如同
身受，大家這種自動自發之捐
献行動代表了對家鄕和同胞之
最高情誼。

中美兩國有著長期不斷的
感情，近半世紀來，來自中國
大陸的華人不斷增加，對美國
各行各業做出重大貢獻，我們
不要顧慮政客們之荒謬言論，
他們絕對無法阻擋兩國人民之
交流。

我們非常樂見由華人社團
人士發起的救援活動，希望廣
大同胞伸出援手，發揮我中華
民族樂善好施的美德，要河南
挺住，我們為抗洪救災共同努
力。

百方支援百方支援 河南挺住河南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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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印度救援隊艱難地穿過厚厚的淤
泥和廢墟，抵達數十座被淹沒的房屋。暴雨在當地
引發山體滑坡等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
125人。

專家稱，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7月遭遇了40年
來最嚴重的降雨。持續數天的暴雨嚴重影響了數十
萬人的生活，同時主要河流面臨決堤的危險。

印度發生暴雨，引發山體滑坡，低窪地區被淹
沒，數百座村落對外交通中斷。

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一名高級官員說，在孟買
東南180公里處的塔利耶村，山體滑坡夷平了大部

分房屋，死亡人數上升到42人。
這位官員稱：“大約40人仍被困。由於他們

已經被困在泥裡超過36個小時，生還的可能性很
小。”

救援人員正在該邦其他四個地方搜尋山體滑坡
的遇難者。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在一份聲明中稱，
大約有9萬人從受洪水影響的地區獲救”。

印度總理莫迪表示，他對暴雨造成的生命損失
感到痛苦。他23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馬哈
拉施特拉邦因暴雨造成的局勢正在被密切監測，正
在向受災群眾提供援助。”

阿富汗形勢緊張阿富汗形勢緊張 塔吉克斯坦軍隊首次最塔吉克斯坦軍隊首次最
高戒備召集高戒備召集2323萬大軍萬大軍

（綜合報導）塔利班已經幾乎控制阿富汗與塔吉克斯坦的全部邊界線，一些國際恐怖組織正
在阿富汗北部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面，塔吉克斯坦武裝力量於22日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在全國
范圍內召集23萬現役和預備役部隊，這是塔吉克斯坦獨立建國以來的第一次。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7月22日報導，魯堅科表示，“美軍和一些北約國家從阿富汗倉促撤出
的後果越來越明顯：此前該國相對平靜的北部省份迅速變為當前‘熱點’地區。塔利班幾乎完全
控制與塔吉克斯坦的邊界線。一些人數眾多的國際恐怖組織正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其中包括‘伊

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分支”。
魯堅科透露，發現來自中東和北非交戰地區的外國恐怖武裝分子正被引入阿富汗。“招

募中亞國家人員加入一系列恐怖組織的進程正處於積極階段。毒品生產創歷史新高”。
魯堅科補充稱，阿富汗局勢的持續惡化對中亞地區構成直接威脅。
據塔吉克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消息人士表示，“有關塔利班已完全控制塔阿邊境阿富汗

一側的消息與事實不符。”塔阿邊境阿富汗一側，被塔利班控制的地段不超過80%。
另據塔斯社7月22日報導，塔吉克斯坦總統新聞辦公室週四發布聲明表示：當地時間凌

晨04:00，塔吉克斯坦武裝力量在獨立共和國歷史上首次進入高度戒備狀態，進行戰備檢查。
該聲明說，“在塔吉克斯坦獨立國家歷史上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發出警報，為了檢查部

隊的戰備狀態，10萬名武裝部隊官兵和13萬名預備役官兵被召集，並檢查了他們的戰備狀態
”。總體上，此次戰備檢查涉及1023件裝甲裝備、3167輛特種車輛、447門火砲、234個防空
系統以及45架軍用飛機和直升機。

報導稱，戰備檢查由塔吉克斯坦總統埃莫馬利•拉赫蒙下令進行，他在持續3個小時的
名為“邊境2021”的行動結束後抵達國民警衛隊基地。

拉赫蒙向部隊發表講話時強調，阿富汗局勢“仍然非常緊張且難以預測”，在這方面
“（塔吉克斯坦）武裝力量，即所有軍事單位以及國家執法機構已經接到指示確保他們處於
最高級別的戰備狀態，以防止並應對現實與潛在威脅，並採取相應的緊急與額外措施。”

拉赫蒙強調，主要任務是“確保國家邊界的安全可靠，並動員所有這方面的力量”。
塔吉克斯坦總統新聞辦公室聲明說，總統在講話後舉行了閱兵式，有10000 名士兵、執

法人員和預備役人員參加。
塔斯社報導指出，在拜登4月14日宣布結束在阿富汗的行動後，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之間

的衝突愈演愈烈。 7月13日美國軍方宣布從阿富汗撤軍進度已完成95%以上。與此同時，塔利班
聲稱已經控制了阿富汗近85%的領土，包括與塔吉克斯坦等5個國家的邊境地區。早前，塔吉克斯
坦讓數百名阿富汗難民，以及數百名與塔利班戰鬥後撤退的阿富汗軍人進入其領土。

印度暴雨已致印度暴雨已致125125人死亡人死亡
莫迪莫迪：：正向受災群眾提供援助正向受災群眾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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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1939萬例
聖保羅州宣布將每年接種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15271例，累計確診19391845例；新增死亡病例542例，累計死亡

542756例；累計治愈18067080例。

聖保羅州衛生廳廳長讓· 戈林希泰因(Jean Gorinchteyn)19日宣布，該

州將於明年1月17日起開始新一輪的新冠疫苗接種周期，即每年都要接

種新冠疫苗，就像接種流感疫苗一樣。

今年1月17日，聖保羅州率先在巴西開展接種新冠疫苗行動。截至7月

19日，該州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的人數已超過2348萬，占全州人口的

50.73%。聖保羅州成為巴西第一個接種新冠疫苗人數超過人口50%的州。

聖保羅州布坦坦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n)19日又向巴西衛生部，交

付了100萬劑中國科興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至此，該研

究所已經交付了5610萬劑克爾來福疫苗。據悉，該研究所將於今年8月

底前向巴西衛生部提供1億劑克爾來福疫苗，比原計劃提前一個月。

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凱羅加(Marcelo Queiroga)19日表示，盡管巴西

目前新冠疫情有所緩解，但巴西離結束疫情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巴西

面臨著很多挑戰，比如新冠病毒毒株的變種。我們要加快疫苗接種速度

，形成大規模接種，這是戰勝疫情的關鍵。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Anvisa)當天宣布，批準對英國阿斯利康疫苗第

三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開始臨床研究，來自巴西五個州的一萬名誌願者

將參加該項研究。這一萬名誌願者均已接種完兩劑阿斯利康疫苗，兩針

間隔為四周，第三劑疫苗將在第二劑接種後的11至13個月內註射。

據巴西媒體的統計數據，截至19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超過9000

萬人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42.51%；有3435萬人完成了兩

劑疫苗的接種，或接種了只需註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全面接種者占

總人口的16.22%。

歐洲洪災已致至少188人遇難
默克爾：災情“令人震驚”
歐洲地區遭受洪水襲擊，截至目前，

遇難人數已升至188人。當地時間18日，

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了德國西部的受災地

區，與幸存者和急救人員交談。她表示，

災情“令人震驚”。

洪災已致歐洲至少188人遇難
默克爾訪問受災地區
默克爾身穿登山靴，前往重災區德國

萊因-法耳次邦的舒爾德村勘災。

她稱，“這是個超現實、怪異的狀況

……非常令人震驚——我幾乎可以說德語中

沒有任何詞匯能形容洪災所造成的破壞”。

她在受災嚴重的舒爾德村，調查損失

並與居民和急救人員交談。她也承諾盡快

提供援助，協助當地重建。

默克爾還表示，世界必須“更快地應

對氣候變化”。

德國警方表示，14日以來，這場德國

民眾記憶中最嚴重的洪災已奪走至少157

人的生命。單是在萊因-法耳次邦，就有

110人死亡、670人受傷。

此外，比利時也有至少31人死於洪災，

瑞士、盧森堡和荷蘭也受到了影響。

德國遭受洪災地區石油泄漏
當局向受災者提供緊急援助
據報道，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肖爾

茨表示，將向洪災受害者提供超過3億歐

元的緊急援助。

肖爾茨稱，21日，將向德國政府提交

兩個討論議題。其中之一是緊急援助措施

問題。“這次洪災需要向(洪災受害者)提

供超過3億歐元的緊急援助。目前來看，

只會多，不會少。”

德國財長表示，需要一份重建計劃，

以盡快修復災區被毀壞的房屋、道路、橋

梁。他說：“從以往災害(重建)經驗來看

，需要數十億歐元。”

另一方面，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科隆

市當局聲明稱，德國遭受洪災的西部地區

出現石油泄漏。

受洪災影響，北威州許克斯瓦根市附

近許多企業被淹，出現石油和其他物質

泄漏。

目前，專家正在收集空氣和水源樣本，

懷疑被汙染的水可能已經流入當地水庫。

現在禁止在當地水庫遊泳、潛水、釣魚以

及乘船遊覽。

世界首富“上天” 富豪界太空帶貨
10分鐘破兩項紀錄

美國藍色起源公司創始人貝索斯等

一行4人，搭載“新謝潑德”號火箭，

完成了一次短暫的太空之旅。

世界首富親身冒險，同行者中兩人

還打破了“最年長登上太空”和“最年

輕登上太空”的紀錄。如此看點滿滿的

太空之旅，不僅吸人眼球，背後還蘊藏

著無限商機。

【這是一次冒險，這是“最好的一
天”】

說到太空旅行，多數人想到的畫面

，可能是航天員搭乘宇宙飛船繞著地球

轉，在無重力環境飄浮幾天，這種叫做

軌道太空飛行。

而貝索斯一行的亞軌道太空旅行並

不是這樣。

他們到達地表上方100公裏的外層空

間後，馬上回來，旅行全程大概10分鐘。

也就是說，你可能還堵在早高峰的

路上一動沒動，他們就已經從太空回來

了。

“新謝潑德”號飛行器飛行時速約

為3700公裏，是音速三倍。來到飛行軌

跡頂端時，太空艙會與火箭分離，並繼

續往上飛，在飛行軌跡頂端上方徘徊，

讓乘客享有三分鐘左右的無重力體驗。

這有點像我們坐過山車來到軌道頂

端、即將尖叫俯沖時，感受到的無重力

體驗擴大版。

在無重力體驗時間裏，乘客可以通

過大型觀察窗，欣賞地球。

當然，太空旅行帶來的新鮮感和刺

激感，是過山車無法比擬的，貝索斯也

承認，“這是一次冒險”。

完成太空之旅、成功返回地球後，貝

索斯高興地豎起了大拇指，“(這是)最

好的一天”，他激動地表示。

【“從5歲開始，我就夢想著去太
空旅行”】

相信許多人小時候都在題為《我的

夢想》的作文中，暢想過當一名宇航員

，遨遊太空。

5歲的貝索斯，也有過同樣的想法。

如今，他把夢想變成了現實。

7月初正式卸任亞馬遜首席執行官一

職的貝索斯，是個不折不扣的太空迷。

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看到美國宇航

員巴茲•奧爾德林和尼爾•阿姆斯特朗

登上月球，就對太空產生了濃厚興趣。

高中畢業，同齡人在考慮讀哪所大

學時，18歲的貝索斯已有了“計劃為200

萬至300萬人在地球軌道上建造太空酒

店、遊樂園和殖民地”的想法。

在人類首次登月52周年之際，57歲

的貝索斯終於實現了飛往太空的夢想。

此次飛往太空的4人，除了貝索斯

和他的兄弟馬克，另外兩人分別創下

“最年長登上太空”和“最年輕登上太

空”的紀錄。

82歲的美國老人馮克，曾在1960年

代曾經接受過宇航員培訓，但當時美國

政府、軍方和太空總署對女性成為太空

人持保留態度，馮克和其他接受培訓的

女性最後都沒能進入太空。

貝索斯在邀請她時說：“沒有人比

你等得更久了。”

相比於等了60年才圓夢的馮克，18

歲的大學生達蒙無疑幸運得多。

此前，一位神秘旅客豪擲2800萬美

元拍賣下最後一個位置，但因日程沖突

而退出此次旅行。

達蒙的父親是荷蘭私募股權公司薩

默塞特資本合夥公司首席執行官，本來

通過競拍獲得了藍色起源第二次太空旅

行的座位，但因中標者的退出，得到了

首次太空旅行的機會，他將機會給了兒

子。

藍色起源CEO鮑勃•史密斯稱，達

蒙代表了將建設通往太空之路的新一代

。

“飛往和進入太空只需要10分鐘，

但我知道這將是我生命中最特別的10分

鐘。”達蒙難掩興奮之情。

【向錢看：富豪也“內卷”，“帶
貨”賺吆喝】

就在貝索斯飛往太空的9天前，維

珍銀河創始人布蘭森已搶先一步，乘坐

自家的“團結”號太空船，完成了太空

之旅。

超級富豪爭相上太空，難道是覺得

地球生活太過無聊，充滿未來感的太空

才有意思？

非也！他們的太空之旅，恐怕不僅

是為了看宇宙的美景，而是更看重了背

後的“錢景”。

太空旅行正成為高科技公司爭相投

入的新興產業。藍色起源、維珍銀河、

SpaceX這三大巨頭，在2021年爭相推出

“民間太空之旅”，試圖在商業太空旅

行領域拔得頭籌。

超級富豪們也躲不開“內卷”，他

們一邊賣力吆喝，一邊親自“帶貨”。

分析稱，將世界首富和商業界最知名

人物之一送入太空，是將太空旅行作為探

索、工業化和投資的一個巨大廣告。

花旗銀行預計，太空旅遊產業在

2030年將達到30億美元。而摩根士丹利

給出的判斷更為樂觀，認為到2040年，

該產業將增長至超過1萬億美元。

“從太空看地球，改變了你。也改

變了你與這個星球、與人類的關系。”

貝索斯表示。

然而，數十萬、乃至上千萬美元的

“船票”價格，對於普通人來說，還是

太昂貴了。

有網友就感慨：“當我為去海灘度

假努力攢錢時，布蘭森輕易就飛上了太

空……”

對於任何一個新開拓的市場，商品

和服 務的價格都需要分擔沈重的早期

研發成本。而市場價格下行的關鍵，在

於兩點，一是市場規模的擴大，二是足

夠充分的競爭。

富豪們打頭陣的太空旅行大幕已緩

緩開啟，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不知道

何時才能將科幻變為現實。

希臘餐飲業疫情下再陷新困境 呼籲政府出臺支持措施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

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

新增1558例新冠確診病例，目

前累計確診457312例。新增死

亡10例，累計死亡12850例。

新防疫政策實施後，希臘

餐飲業再次陷入困境。歷經幾

個月的封鎖後，部分餐廳無力

繼續經營，而幸存的餐廳也急

需希臘政府的支持。

據調查，約有22%的希臘

餐館沒有戶外營業區域，這

也使得他們無法正常經營。

部分餐廳經營者則表示，實

施新政後的形勢總比無法營

業好。

此前，希臘政府宣布，在

所有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雇

主都有權要求雇員提供其疫苗

接種情況。在養老院和醫療機

構工作的雇員，如未接種新冠

疫苗，則將停止工作。

7月16日起至8月底，餐飲

娛樂區接待的顧客必須落座。

但這也讓部分店主感到困惑。

特別是在酒吧和夜總會，顧客

興奮時總會伴著音樂起舞，這

也是希臘人娛樂的習慣。

然而，現在顧客卻不能這

樣做，否則店家將被處以巨額

罰款甚至停業。這一政策的確

可以保護公眾健康，但從另一

方面看，或許會對娛樂業造成

經濟損失。

塞薩洛尼基餐飲倡議組

織代表克裏斯托斯 · 古杜尼

斯表示，如果希臘政府不出

臺支持措施，那麼 2022 年將

是餐飲業非常悲慘的一年，

屆時將有 35%至 40%的餐館

被迫停業。

目前，塞薩洛尼基的5000

多家餐飲公司中，有2000多家

不符合開業標準或沒有戶外空

間。

希臘專業工匠總聯合會主

席、泛希臘餐飲及相關行業聯

合會主席喬治· 卡瓦塔斯近日會

見了希臘發展部長。他希望，

希臘政府在7月底前能夠對餐

飲業采取支持措施。在條件允

許的情況下，希望政府能夠恢

復7月和8月的免租金措施，將

增值稅率降至13%。同時采取

其他措施保障餐飲業和娛樂業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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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稱印度2/3人口有新冠抗體
實際死亡恐達400萬？

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印

度多達三分之二的人口體內已有新

冠病毒抗體。另一項研究則認為，

印度新冠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0

萬，約為官方數據的十倍。

[調查稱印度三分之二人口已
有新冠抗體]

印度第四次全國血清抗體檢

測調查於6月、7月間進行，調查

對象包括境內各地29000人。此次

，這項調查首度納入8691名 6至

17歲兒童及青少年，發現其中半

數有血清陽性反應。

在成年人中，有67.6%的接受

檢測者血清反應呈陽性，然而，

被調查者中超過62%的成年人未接

種疫苗。截至7月，僅超過8%的

符合條件的成年印度人接種了兩

劑疫苗。

上一次血清調查是在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期間進行的，

當時的血清陽性率為24.1%。官員

們強調，血清陽性率的上升是由

兩個因素造成的——第二波疫情

，以及疫苗的接種。

目前，印度的每日新增病例

數已降至四個月以來的最低點。

但專家警告不要迅速重新開放城

市，並對旅遊景點過度擁擠表示

擔憂。

“第二波疫情仍在持續。再

次爆發的危險非常大，”政府高

級顧問維諾德· 庫馬爾· 保羅在新

聞發布會上說。他表示，“由於1/

3的民眾並無抗體，不論你身處何

處……仍有染疫風險，因此絕不

能說大流行已經結束。”

[實際死亡人數或為官方數據

十倍？]
另一項新的研究表明，印度

實際的新冠死亡人數可能比該國

官方報告的數字高出近10倍。根

據全球發展中心和哈佛大學的研

究人員發布的報告，該研究表明

，從2020年1月到2021年6月，印

度超額死亡人數（指超出正常預

期的死亡人數）在340萬至470萬

之間。

研究中的一項估計將印度新

冠死亡人數定為約400萬，大約是

官方統計數字的10倍。報告稱：

“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是數百萬

人，而不是數十萬人。”

報道稱，印度疫情在4月和5

月達到頂峰時，全國各地的醫院

都被迫拒絕接收患者，很多人在

家中死亡，這些患者通常未經醫

院的檢測。

越南第十五屆國會
第一次會議正式開幕

綜合報導 越南第十五屆國會

第一次會議在越南首都河內國會

大廈正式開幕。

根據會議議程，第十五屆國

會第一次會議審議決定了新一屆

越南國會的組織機構，選舉和批

準了越南國家機關的主要領導職

務。20日上午， 第十四屆越南國

會常務委員會向國會提交國會常

務委員會成員名單（包括國會主

席、國會副主席、國會常委會委

員），並就這一內容進行分組討

論。在聽取第十四屆越南國會常

委會分組討論結果的報告並聽取

國會代表對國會常務委員會預期

委員人數的意見後，越南國會討

論並以電子投票方式對有關國會

常務委員會成員人數的決議進行

表決。

按照規定，越南國會以不記

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新一屆越南

國會主席。經過越南國會討論並

對選舉國會主席的決議進行投票

表決，王庭惠當選越南國會主席

，並宣誓就職。

韓媒：韓國“無指登山家”金洪彬墜入冰隙

下落不明
綜合報導 曾征服喜馬拉雅山脈14座逾

8000米高峰的韓國“無指登山家”金洪彬，

19日在下山途中意外墜入冰隙，目前下落不

明。

報道稱，金洪彬於巴基斯坦時間18日下

午4時58分許登上海拔高達8047米的布洛阿

特峰，由此成為征服喜馬拉雅山脈14座逾

8000米高峰的全球首名殘疾人和第7名韓國

人。

而據光州殘疾人體育會和光州市

山嶽聯盟消息，金洪彬於巴基斯坦時

間19日0時許墜入位於海拔7900米處

的冰隙，後於同一天上午9時58分許

使用衛星電話求救。

俄羅斯搜救隊於當天上午11時許

抵達事發現場，發現金洪彬並確認其

仍有意識。此後，搜救隊使用升降機

將金洪彬拉起15米左右，但他用上升

器上來時繩索發生松懈導致其再次下

墜。

報道說，體育會和產業聯盟於當

天下午1時42分許收到俄羅斯搜救隊相關通

知後，通過外交部要求韓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館向事發現場派遣直升機救援。當地搜救隊

和巴基斯坦政府也將聯合開展搜救工作。

對於金洪彬，韓聯社介紹稱，他曾於

1991年獨自挑戰北美洲最高峰麥金利峰（海

拔6193米）時，10根手指因凍傷被截去。但

他憑借不屈不撓的意誌，成為征服七大洲最

高峰的全球首位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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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搜救官員說，印尼

西加裏曼丹省上周有多艘船只在熱帶風暴帶來

的大風和巨浪中傾覆，已造成24人死亡、31

人失蹤，目前搜救工作仍在進行中，希望能發

現更多幸存者。

西加裏曼丹省坤甸搜救局負責人約皮

表示，本月 13日至 14日，西加裏曼丹省三

發縣遭遇熱帶風暴，大風和巨浪造成該縣

附近海域 18 艘漁船和拖船傾覆，當時船上

共有 138 人。截至 21 日早上，搜救人員成

功救起 83名幸存者，並打撈起 24具遇難者

遺體。

約皮說，坤甸搜救局聯合印尼海軍出動多

架飛機和巡邏船在事發海域參與搜尋，未來三

天聯合救援隊將擴大搜尋範圍，希望能發現更

多幸存者。

另據印尼媒體報道，三發縣遭遇的熱帶風

暴還在當地引發洪災，淹沒了該縣約50個村

莊，造成大量民房和公共建築物損毀，1.5萬

人受影響。

印度尼西亞是群島國家，船只是民眾出行

的重要交通工具。受海況惡劣和安全措施缺位

等因素影響，船只傾覆沈沒事故時有發生。上

月29日，印尼巴厘島附近海域發生一起客船

沈沒事故，造成6人死亡、6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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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邁向中國創造
大國工匠：國之重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七一”前夕，世界單機容量最大

的白鶴灘水電站首批機組投產發電，以

在建規模和綜合技術難度世界第一的高

光亮相，為中國共產黨的百歲生日獻

禮。哈爾濱電氣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斯澤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說：“我見證了中國的發電設備由弱到強的過程。因為我們已經完成

了從落後的追趕者到並跑者的偉大轉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

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我們拿到的重要訂單，不是別人施捨給

我們的，都是同台競技得來的。動力裝備的自主研發，踐行着中國從

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邁進的宏偉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哈爾濱報道

最早在1958年12月的全國科學規劃會
上，行業專家首次提出“百萬水電

機組”的設計製造構想。隨着中國水電技
術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尤其是2007年水
電建設史上重要里程碑—自主研製的三
峽電站首台700MW機組的投運，標誌着
中國已具備自主研製1000MW水電機組
的技術基礎。巨型水電站的建設涉及的往
往不只是一條江、一個省或一個地區，而
是牽涉全國能源規劃和電網規劃，國家早
已布局發展目標。

“外國人能幹我為什麼幹不了”
2006年5月底，在白鶴灘預可行性研

究審查會上，水利工程專家潘家錚院士曾
感慨：“要知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
個項目似乎遙不可及，要支持它需要領導
的高瞻遠矚和果斷決策。”

此番話之前的十年，中國還沒有自主
研發大型水電站的實力。當時，包括水輪
機、發電機設計等核心技術幾乎都掌握在外
國公司手中。

不過，在三峽左岸到右岸建設的過程
中，中企在消化吸收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
也在跨越式追趕，進行再創新。最終，在白
鶴灘上，首次徹底實現了全國產化。這也是
中國重工產業從一窮二白到自主創新研發，
逐步趕超世界的重要經歷。

斯澤夫說，中國的工程師是非常了不
起的，心中有情懷，“第一個情懷就是要
承擔起我們國家的需要，第二個就是大家
不相信，外國人能幹的我為什麼幹不
了。”

“核心技術等不來買不來討不來”
白鶴灘水電站創造了六項世界第一：

在建單機容量最大，率先使用單機容量百
萬千瓦級水輪機組；地下洞室群規模最
大；圓筒式尾水調壓室規模最大；300米
級高拱壩抗震參數最高；在300米級高拱
壩中，首次全壩使用低熱水泥混凝土；無
壓洩洪洞群規模最大。

“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是等不來、
買不來、討不來的。中央企業作為國民經
濟的支柱和行業發展的龍頭，擔負着全面
創新的歷史使命。中央企業要在重塑中國
產業鏈、攻克‘卡脖子’關鍵技術、擴大
國內需求、提升科技競爭力等方面發揮出
骨幹作用，努力增強中國經濟內循環。”
斯澤夫如是說。

核心技術的掌握並不是朝夕之功。需
要廣大科研人員在白鶴灘水輪發電機組產
品研發、設計、工藝上進行大量自主創
新，包括機組總體設計、水力開發、電磁
設計、高效冷卻技術、推力軸承技術、高
壓絕緣技術、轉輪動應力、高強度材料研
究與應用、關鍵部件製造技術等重大專題
科研攻關，才能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核心技術。有步驟地推進和完善科技創
新體系建設，推動水電裝備由“中國製
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升級，確立了中
國水電在世界上的引領地位。

“世界第一”的背後是建設者們克服
種種艱辛才完成的。白鶴灘水電站模型轉
輪開發水力設計負責人王茜芸，承受了常
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和壓力。她放棄了所有
節假日休息，事必躬親、兢兢業業，把所
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白鶴灘水力開發工作
中，完美地詮釋了一個科研工作者對科研
工作的執着奉獻精神。

項目水力研發主管負責總師魏顯
著，為研發的順利推進傾注了巨大心
血。從水力研發總體把握到具體設計方
案的評審，直至研發過程中的每一個細
節都由他親力親為。“習近平總書記
‘七一’講話共提到80餘次‘人民’一
詞，提出發揚‘為民服務孺子牛、創新
發展拓荒牛、艱苦奮鬥老黃牛’的精
神，這個比喻生動的為我們解釋了為什
麼幹、怎麼幹、拚命幹的中華兒女奮鬥
精神，鼓舞我們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的目標添磚加瓦，在平凡的崗
位上書寫不平凡的人生華章。”這便是
中國千萬產業工人的共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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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裝備進步 助中國兌現減排目標

“年輕時候，父
親教育我：當工人怎
麼就沒出息？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狀元，
王進喜、時傳祥、張
秉貴哪個不是工人，

他們不光榮嗎？人最怕的就是不能為社
會創造價值。如今我被領導和同事稱為
‘技術大拿’、‘裝配神醫’、‘刮瓦
專家’，還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在人
民大會堂接受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嘉獎，
無時無刻不覺得驕傲和自豪。”佳電股份大型車間裝配
工別林談起自己從普通的裝配工人一步步成為首席技
師、龍江大工匠的成長，感慨萬分。

別林的父母和哥哥都是佳電工人，把人生最美好的
時光都奉獻給了生產一線。那時候全家人的信條一致：
廠子就是我們的大家，沒有大家哪來小家，無論做什麼
都要有愛崗敬業的工作精神。在家耳濡目染的別林19歲
一入廠又遇到了一個嚴厲的師傅：“別以為在學校學點
皮毛就什麼都會！電機裝配涉及的知識最多，每年都出
新產品，你一輩子都學不完，想學老老實實，不學馬上
滾蛋！”別林不敢怠慢，白天忙碌在車間，夜晚擠出時
間挑燈夜讀。如今，別林的工作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先
後去過十幾個國家進行技術服務和交流，印尼的高溫、
哈薩克斯坦的荒涼、印度難以忍受的飲食他都要挺着忍
受，無數次病倒在異國他鄉，又無數次站起來工作，
“因為在別人眼裏，我代表的是中國優秀的產業工人形

象。”
32年的時間，別林一共培養了34

名徒弟，培養了省市勞模、工匠人
才，更成為了公司的頂樑柱。“別林
勞模創新工作室”，解決了技術攻關
瓶頸性問題53項，技術改造18項，五
小發明36項，別林將多年來積累的寶
貴經驗編制成了軸瓦刮研工藝工序手
冊和PPT培訓教材，編制研究了滑動
軸承電機振動分析報告，將幾十年的
“獨門絕技”毫無保留地傳授給裝配

班組員工。“習總書記說，黨和國家始終堅持全心全意
依靠工人階級方針，始終高度重視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
群眾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終高度重視
發揮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我會繼續努
力，為培養一支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產業工人隊
伍，為國家建設世界一流特種電機製造和服務企業的目
標和可持續高質量發展貢獻我新的力量。”

哈爾濱汽輪機廠有限責任公司軍工事業部銑車加工
中心操作工董禮濤27歲時已是高級技師。同樣的機床，
別的銑工將孔洞尺寸誤差控制在0.5毫米範圍內，他要的
是控制在0.2毫米範圍；別人將部件表面粗糙度打磨到
6.3，他則瞄準更高一級的3.2乃至1.6。用董禮濤的話
說，“這是大國工匠、新時代技術工人應該具備的追求
卓越的精神。”憑藉着精準、細微、極致的工匠精神，
將機械誤差控制在0.01毫米，一根頭髮直徑的六分之
一，這差不多是大型設備加工領域的極致。

秉持工匠精神 挺起製造業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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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代
表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更是經濟社會發展全面
綠色轉型的必須。由‘供能’轉向‘調能’，充分發揮
水電在碳達峰、碳中和中輔助電網吸納風電、光伏等清
潔可再生能源的作用，中國水電人應當為此作出自己應
有的更大的貢獻，不辜負習總書記、黨中央的囑託和全
國人民的期望。”哈電集團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
副總工程師覃大清介紹，2020年年底，中國水電總裝機
容量約3.8億千瓦、年發電量超過1萬億千瓦時，雙雙繼
續穩居世界第一。真正的大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
手裏。

近十年來，中國水電人開發了超寬負荷穩定運行的
水輪機技術，應用在白山改造，拓寬了穩定運行範圍，
尤其應用在豐滿重建、李家峽改造、幾內亞蘇阿皮蒂等
項目，把水電機組運行的靈活性提高了2倍至3倍，為
水電輔助電網吸納風電、太陽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能源

提供了技術支撐，為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
了水電解決方案的一條技術路線圖。“我們大力推進抽
水蓄能機組技術國產化和技術提升，總體達到了世界先
進水平，機組的穩定性甚至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為中
國抽水蓄能電站的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我們
大力推進高水頭大容量水輪發電機組的研製，提出了比
白鶴灘更高的技術要求，相信到時將能夠滿足中國主要
江河上游大規模水電開發的要求。”

覃大清說，“中國水電迎來了一個調能的時代，源
源不斷的清潔可再生能源動力正在為中國下一個百年目
標實現，貢獻更大的力量。我入黨36年了，深切感受
到，跟着共產黨走，堅定了理想和信念，人生才有了明
確而堅定的方向，人生才會充滿激情和力量；跟着共產
黨走，擴大了視野和胸懷，自己才能對人民、對祖國、
對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自己才能實現人生的最大價
值。”

●●東安發動機生產線東安發動機生產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哈電集團設計人員研討白鶴灘座環設計方案哈電集團設計人員研討白鶴灘座環設計方案。。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產業報國是老黨員董禮濤的初產業報國是老黨員董禮濤的初
心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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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在橫店開出第一間店舖之
後，這幾年“憶廟街”又在杭州及

義烏開出了三間分店。

不靠明星效應 注重食物品質
店裏除了市井味十足的香港街頭風

景，最醒目的就是老闆與明星們的合影
了。“有了明星助力，店舖能得到更多
的關注，這肯定是件好事。”蔡志強坦
言，但明星效應只能吸引粉絲進店消費
一次，能不能讓他第二次、第三次再
來，靠的就是食物的魅力了。

“所以我從開第二間店舖起，就使
用中央廚房來配餐了，這樣才能確保無
論你去哪間店，吃到的都是同一種味
道。”

走進位於橫店康莊南街90號的“憶
廟街”，好似來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的香港。復古的店舖招牌、腳底的人行
橫道線、麻將牌堆成的餐桌、掛在牆上
循環播放港劇的電視……

“我小時候最喜歡去（香港的）廟
街玩，那裏的食物接地氣，環境又很市
井味，所以當我決定在橫店開一家茶餐
廳時，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把‘廟街’搬
來這裏。”

忙到沒空吃飯 自嘲係“飯冰冰”
蔡志強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家裏

人常年在內地做外貿，他卻喜歡做美
食，所以很早就進了翠華餐廳學餐飲。

“剛開始我在魚蛋部工作，後來又
被介紹到熟食部，最後機緣巧合進了翠
華裏最機密的部門——秘方部。”蔡志
強說，其實許多大型連鎖餐飲企業，為
了確保門店的食物品質如一，不少餐品
是由中央廚房提供料理包，再用統一的
操作手法加熱而成的。

“料理包裏最核心的配方，就掌握
在秘方部。”蔡志強說，他2005年進入
翠華時，公司正處於快速發展期，門店
在兩三年內從兩家增至四十幾家，所以

也在不斷地招募新鮮血液加入。
“與我一同進入秘方部的有3位年

輕人，我們在5位老師傅的帶領下，慢
慢學習怎樣炒料調料配料。雖然很辛
苦，但老師傅們也是傾囊相授，學到了
很多東西。”

“有多辛苦呢？我給你舉個例子
吧。由於翠華的咖喱牛腩都是自製的，
我們每天至少要進半頭牛，然後自己動
手切塊，每次切兩噸，一天要切兩到三
次，回家手都是發抖的。”

即使離開了翠華，蔡志強的微信號
仍沿用着在那裏取的“飯冰冰”，來紀
念當年的日子。“每天等忙完吃飯的時
候，發現飯早就冰了，所以我跟家裏人
講，我是‘飯冰冰’。”

水質溫度不同 還原港味不易
然而，在內地還原最正港味並不容

易。“我店裏大概有兩三百種原材料都
採自香港，但剛開始做出來依然不是那
個味道。”蔡志強說，後來他才發現，
即使是沖一杯絲襪奶茶，由於內地的水
質、溫度、濕度與香港不同，哪怕用同
樣的操作手法，也沖不出一樣的味道。
“需要不斷去調整，才能沖出一杯有靈
魂的絲襪奶茶。”

“現在所有的大型連鎖餐飲企業都
在喊SOP，要保證所有門店品質如一，
要去廚師化。但是這一套在香港是行不
通的，香港講的是言傳身教。”蔡志強
回憶道，在翠華，雖然也有一套SOP流
程，但老師傅會跟他講，你不要去看這
個，因為哪怕是同一天沖一杯絲襪奶
茶，上午中午下午因為氣溫的不同，在
操作上也會有小小的區別。“而這個區
別，只能自己慢慢去體會。”

“絲襪奶茶的秘方在於茶底。我可
以跟你透露一點點，我們家的茶底是用
五種茶葉拼配而成的，除了斯里蘭卡的
紅茶，還有其他幾種茶葉調味，而且他
們的配比會根據季節做出調整。”

2007年，因母親強烈要求蔡志強到義
烏幫忙做家裏的外貿事業，蔡志強離開了翠
華。在義烏工作期間，蔡志強認識了現在的
妻子，並跟着她去了橫店。

“來了（橫店）以後我發現，整個橫店
都沒有好吃的茶餐廳，這對於像我這樣的吃
貨而言，實在是太痛苦了。”

“倒不是說做外貿不好，但是外貿說白
了就是把東家的商品賣給西家，中間賺個差
價，沒法給我帶來成就感。”蔡志強說，與
賺錢相比，每當他研發一款好吃的美食，得
到客人的點讚時，他會更高興。

“所以我很確定，在橫店開一家真正好
吃的港式茶餐廳，還原最正的香港味道，這
個才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在翠華學到的最有益的事，並不是
秘方，而是他們的‘AB工場’。”蔡志強
透露道，翠華會把原材料放到A和B兩間工
廠去製作，然後再拿到秘方部拼配，這樣哪
怕某一間工廠的工人對外洩露了配方，別人
也學不會他家的做法。“現在我的許多配餐
也是放在AB工廠裏做，最終由我來拼配，
這樣才能在店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既保障
食物的品質，又不擔心配方外洩。”

“小姑娘，嚐一嚐我們家的白切雞，很
好吃的。”說話間，一名一直在廚房幫忙的
阿姨端來一盤鮮嫩的雞肉，一問才知道是蔡
志強的母親。

“以前我是子承母業做外貿，現在反過
來了，她見我的茶餐廳越來越紅火，關掉了
公司來幫我做餐飲。”說出這句話的蔡志
強，言語中透露着驕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俞晝 橫店報道）

“剛剛你在這裏採訪的時候，XX

（內地一線男星）就坐在你樓

上。”港人蔡志強指指二樓包廂，語氣平靜地講出這句話。蔡志

強經營的茶餐廳“憶廟街”是位於浙江橫店的一個餐飲地標。在小

紅書App和大眾點評App上，“憶廟街”都被譽為“最容易遇到明星

的餐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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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子承母業”
老媽歇業來幫手

“沒紅的時候先認
識，紅了以後用平常心
對待，大部分明星還是

很Nice的啦。”問起為何能與那麼多明星
像朋友般相處，蔡志強說：“因為他們還
沒紅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他還為此專
門去打造了一套寫着“好演員”三個字的
餐具，來鼓勵尚未成名的“橫漂”們。

“記得三年前我看了一檔綜藝節目，
叫《演員請就位》，陳凱歌導演在裏面闡
述了他眼中的好演員是怎樣的。”蔡志強
至今都把這段話背得滾瓜爛熟。“陳凱歌
說，演員其實是一個了不起的職業，是一
個非常難做的職業，大家要全情投入，真
的熱愛才能夠把這份工作做好。”

“我只是一個開茶餐廳的人，在我眼
中，每一位客人都是值得用心去對待的。

我不會用‘咖位’的等級去區分我的客
人，而且當你見過那麼多起來又沉寂、沉
寂又起來的故事以後，你的心態會平和很
多。”

如今，蔡志強有個可愛的兒子，常常
會有相熟的導演來問他，要不要培養孩子
當明星，他都婉拒了。“人們只看到了明
星光鮮的一面，但我看到了他們的辛苦和
不容易。”

“因為明星們很看重隱私，所以我在
‘憶廟街’的隔壁開了一間‘燒臘滷味研
究所’，常年不對外開放，方便他們來這
裏吃飯的同時不會被粉絲打擾。”就在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一名香港導演自顧
自走入廚房，端出一盤剛蒸好的臘腸來。

“這個臘腸是他的朋友從香港寄過來
的，他就直接帶過來自己蒸了。”蔡志強

笑着說，在這間新店裏，明星們可以更輕
鬆地做自己，“有家的感覺”。

“去年有一位一線男明星在橫店拍戲
時受了傷，沒有對外公布，他的媽媽立刻
趕到橫店照顧，並在我的廚房裏給兒子燒
了一頓家常菜，他吃得可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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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開“私廚”護明星隱私��

●蔡志強在新店“燒臘滷味研究所”裏留影，
身後是蔡瀾為其寫下的“長做長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吳孟達生前曾在店內與蔡志強合影。
受訪者供圖

●●““好演員專用好演員專用””餐具餐具。。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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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在談到對退休保障的在談到對退休保障的
看法時看法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幾乎沒有兩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幾乎沒有兩
極分化極分化。。 根據經濟創新集團最近對美國根據經濟創新集團最近對美國 11,,000000
名註冊選民進行的一項調查名註冊選民進行的一項調查，，超過五分之四的超過五分之四的

美國選民美國選民，，無論其黨派如何無論其黨派如何，，都認為美國高赤都認為美國高赤
字和退休保障資金不足是美國的一個問題字和退休保障資金不足是美國的一個問題。。1010
人中有超過人中有超過 99 人表示人表示，，僅靠社會保障僅靠社會保障““不足以不足以
””在退休人員的黃金歲月中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在退休人員的黃金歲月中為他們提供足夠的

經濟支持經濟支持。。人們需要提前思考和規劃未來人們需要提前思考和規劃未來
的退休計劃的退休計劃，，尤其是在社保基金將在尤其是在社保基金將在20352035
年左右用完的情況下年左右用完的情況下。。

傳染病專家星期二福奇在美國參議院傳染病專家星期二福奇在美國參議院
聽證會上說聽證會上說，，冠狀病毒的冠狀病毒的 DeltaDelta 變體導致變體導致
了美國了美國 8080%% 以上的新以上的新 新冠病毒病例新冠病毒病例，，但獲但獲
得許可的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有得許可的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有
效性仍然超過效性仍然超過 9090%%。。由於美國關閉以減緩由於美國關閉以減緩
冠狀病毒大流行冠狀病毒大流行，，黑色星期一股市遭受了黑色星期一股市遭受了
歷史上最嚴重的跌幅歷史上最嚴重的跌幅。。股市的暴跌給人們股市的暴跌給人們
的養老資金籌措增添了更多的陰影的養老資金籌措增添了更多的陰影。。近期近期
，，DeltaDelta變種在全球引發恐慌變種在全球引發恐慌，，也引發股市也引發股市
暴跌暴跌。。

美國的退休政策分三個層次美國的退休政策分三個層次:: 11..提前退提前退
休休:: 年滿年滿 6262 歲就可以開始領退休金歲就可以開始領退休金，，但要但要
打打77 折折，，每推遲一個月領取每推遲一個月領取，，打的折扣就打的折扣就
少一些少一些。。22..正常退休正常退休:: 根據出生日期的不同根據出生日期的不同，，美美
國社會保障局設定了不同的正常退休年齡國社會保障局設定了不同的正常退休年齡，，比比
如如19371937年和年和19371937年以前出生者年以前出生者，，退休年齡是退休年齡是6565
歲歲，，19431943年到年到19541954年間出生者年間出生者，，退休年齡是退休年齡是6666
歲歲，，19601960年和年和19601960年後出生的人年後出生的人，，退休年齡是退休年齡是
6767歲歲。。在正常退休年齡內退休的人在正常退休年齡內退休的人，，可以領取可以領取
全額退休金全額退休金。。33..延遲退休延遲退休:: 選擇延遲退休的人在選擇延遲退休的人在
原有的退休金基礎上還能獲得獎勵性的收益原有的退休金基礎上還能獲得獎勵性的收益
(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如果你的正常退如果你的正常退
休年齡是休年齡是6666歲歲，，你選擇在你選擇在6767歲退休歲退休，，那麼你每那麼你每
個月能拿到個月能拿到108108%%的退休金的退休金，，如果你選擇在如果你選擇在7070歲歲
或或7070歲以後退休歲以後退休，，那麼你每個月能拿到那麼你每個月能拿到132132%%的的
退休金退休金。。

聯邦僱員和地方政府僱員一般不參加社保聯邦僱員和地方政府僱員一般不參加社保
，，他們有自己的退休金計劃他們有自己的退休金計劃(pension)(pension)，，一般是按一般是按
工作年限工作年限，，一年累計一年累計11%%到到22%%。。退休金按最高收退休金按最高收

入入33年或年或55年平均為基準年平均為基準，，乘以累計值乘以累計值。。如果工如果工
作作3535年年，，累計了累計了7070%%，，最高收入平均是最高收入平均是60006000每每
月月，，那麼退休金就是那麼退休金就是42004200，，遠大於社保的退休遠大於社保的退休
金金。。

美國政府僱員總數是兩千多萬美國政府僱員總數是兩千多萬，，佔勞動力佔勞動力
人口的人口的 1515%%，，加上政府僱員中高薪的比例不少加上政府僱員中高薪的比例不少
，，造成退休金巨大的差距造成退休金巨大的差距。。最近幾年由於政府最近幾年由於政府
退休金開支越來越大退休金開支越來越大，，已經入不敷出已經入不敷出，，有些部有些部
門如郵局放棄退休金計劃而加入聯邦的社保計門如郵局放棄退休金計劃而加入聯邦的社保計
劃劃。。

許多人擔心高通脹率和低銀行利率最終會許多人擔心高通脹率和低銀行利率最終會
損害他們的銀行儲蓄損害他們的銀行儲蓄。。 對於有錢投資的人來說對於有錢投資的人來說
，，投資房地產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投資房地產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有人建有人建
議投資股市議投資股市，，但對於不了解股票操作的投資者但對於不了解股票操作的投資者
來說風險較高來說風險較高。。 持有資產的最佳方式是諮詢金持有資產的最佳方式是諮詢金
融專家融專家，，提出建議的解決方案提出建議的解決方案，，以在這個困難以在這個困難
和波動的時期保護您的個人資金和財務資源和波動的時期保護您的個人資金和財務資源。。

美國兩黨都認為退休保障資金不足是美國的一個問題美國兩黨都認為退休保障資金不足是美國的一個問題
持有資產的最佳方式是諮詢金融專家獲得解決方持有資產的最佳方式是諮詢金融專家獲得解決方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周五再次主辦
警校學生參訪中國城增進警民交流

中國人活動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共同發起為河南水災捐款

（本報訊）尊敬的大休斯敦地區的各位僑胞，大家好！
近日來，河南省鄭州市及各地普降暴雨，幾百年不遇的

特大暴雨給當地居民造成了巨大生命及財產損失，已經有50
餘人喪失生命。為表示一份我們對祖國同胞的愛心，中國人
活動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共同發
起，幫忙組織賑災募捐活動，有意為災區獻份愛心的同胞，
請按下面的方式捐款。

中國人活動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是非盈利機構，您的
捐款可以抵稅，捐贈活動結束後我們會為您開出免稅證明及
公佈捐款名單及捐款用途。

請在備註處註明支付人全名以便財務核對及張榜公佈。
一. 中國人活動中心捐款付款方式：

Chinese Civic Center donation options:
1. Zelle pay(quick pay) ： please send payment to： ccc.
houston95@gmail.com
2. Paypal 支付鏈接：

https://www.paypal.com/donate?token=7_6HL21BE-
wXGSF15reF3hlNqK2lVO5zMW1tuYzL_MVeOorC-
CPe8LE5f2S6rXDLBdz_7d-a8ZhR8siTOy
3. 支票付款請寄：
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Memo備註處請註明支付人全名，支付項目。

二. 美南河南同鄉會捐款方式：
Henan Fellowship Asssciation of Southern USA dona-

tion options:
1. Zelle pay(quick pay) henanfosusa@yahoo.com 請註明捐
贈單位
2. 贊助支票請寫：Henan Fellowship Association of South-
ern USA
請寄：6901 Corporate Dr. 218, Houston,TX 77036

捐款截至日期2021年7月31日
非常感謝！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本周五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本周五（（77月月2323日日））中午安排休士頓警察學校中午安排休士頓警察學校（（HPDHPD））學員學員
參訪西南區中國城參訪西南區中國城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增進警民友誼增進警民友誼、、互動與交流互動與交流。。圖為出席的圖為出席的6060名警校名警校
學生共聚學生共聚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呷哺小火鍋呷哺小火鍋」」 餐廳內餐廳內，，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SMSDSMSD））執行董執行董
事李成純如事李成純如（（前排中前排中 ））正在向警校學生講話正在向警校學生講話，，介紹休士頓亞洲社區介紹休士頓亞洲社區。（。（前排右前排右））為為
OCAOCA（（美華協會美華協會））的負責人之一陳綺玲的負責人之一陳綺玲。。她也是她也是 「「呷哺小火鍋呷哺小火鍋」」 的東主的東主。。當天出席講當天出席講
話的貴賓還包括話的貴賓還包括：：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先生主席李雄先生，，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 主任主任
李迎霞女士李迎霞女士，，及她的女婿呂振偉警官及她的女婿呂振偉警官，，及多名警官出席及多名警官出席。。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傳染病專家星期二福奇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說傳染病專家星期二福奇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說，，冠狀冠狀
病毒的病毒的 DeltaDelta 變體導致了美國變體導致了美國 8080%% 以上的新以上的新 新冠病毒病新冠病毒病
例例，，但獲得許可的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有效性但獲得許可的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有效性
仍然超過仍然超過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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