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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Delta變異株肆虐，美國衛生當局
今天政策大轉彎，呼籲打完疫苗在疫
情熱區室內仍應戴口罩。官員表示，
調查發現打完疫苗後染疫個案的體內
病毒量，與未打疫苗者相當，仍可能
散播病毒。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5 月中鬆綁口罩指引，建議已完成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
苗接種民眾室內室外免戴口罩。相隔
不到 3 個月，今天就因不敵 Delta變異
病毒株的高傳染性，被迫部分恢復。

CDC 主 任 瓦 倫 斯 基 （Rochelle
Walensky）今天表示，為抑制 Delta 變
異株傳播與保護他人，若在傳染率顯
著或高的地區，打完疫苗仍建議在公
共室內空間配戴口罩；K-12（幼兒園

到高中）校園內也應人人戴口罩，包
括教職員、學生與訪客，不論打完疫
苗與否。

根據CDC定義， 「顯著」（sub-
stantial）傳染率是指過去7天期間，該
區域每10萬人有50至99人確診， 「高
」（high）傳染率則是每10萬人有100
人以上確診。目前美國有68%區域符合
上述其中一種定義。

瓦倫斯基指出，目前Delta變異株
是美國境內主流，約占80%；專家調查
發現，極少數打完疫苗仍染疫的個案
，體內病毒量與未接種疫苗者相當，
代表仍可能將病毒傳給他人。

瓦倫斯基說，目前12歲以下孩童
仍無法打疫苗，免疫功能低下者接種
疫苗也無法獲得完整保護；公衛專家

也憂心，若大量病毒持續在未打疫苗
民眾間傳播，不久後就可能出現能夠
逃脫疫苗抗體的新型變異株，尤其在
防重症方面。

她表示，更新口罩指引是反映最
新科學證據，強調這是個 「艱難決定
」。

至於打完疫苗仍染疫機率有多高
，瓦倫斯基表示，專家正追蹤全國超
過20群人狀況，這數萬人當中有醫療
人員、必要工作者及長照機構人員。
專家每週為他們採檢，分析突破性感
染情況，之後會向外界報告結果。

但她強調，接種疫苗仍是防重症
或死亡最有效方式，即便是面對Delta
變異株，疫苗也能降低病毒在社區間
傳播。

美CDC政策大轉彎：熱區室內仍應戴口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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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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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House speaker Dade
Phelan signed a civil warrant for
the arrest of San Antonio
democratic state representative
Philip Cortez who rejoined his
colleagues in DC.

The warrant is not likely to have
a legal impact since Texas law
lacks jurisdiction outside of the
state. More than 50 House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s left
the state and flew to DC to block
Republicans from having the
quorum needed to pass a new
voting bill.

Cortez chairs the House Urban
Affairs Committee and didn’t
reply to the warrant and said that
this is his duty to do everything
he can to stop this harmful
legislation.

The current special session is
slated to end on August 6 and
the Democrats said they don’t
plan to return to Texas. But
Governor Greg Abbott said he
plans to call another special
session to get his priority
legislation pass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exas has changed
rapidly. Many newcomers and
immigrants are coming to Texas
and most of them are Democrats.
Republicans are losing their
majority control in many of the
state’s urban areas.

We really want to see this
political drama come to an end
soon. Our state is still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and we need

the lawmakers to solve our
problems.

0707//2727//20212021

Texas House Speaker SignsTexas House Speaker Signs
Arrest Warrant For DemocratArrest Warrant For Democrat

德州州議會議長菲勒今天簽署一項拘
捕令，將對聖安東尼地區选出之民主黨州
議員柯德進行逮捕，柯德日前從華府返回
議會，但是週日又重返華府加入其他五十
位的民主黨議員，旨在抗議德州議會要强
行通過新的投票案。

這項通緝令執行上有困難，因為他們
都身處外州，這批目前暫居華盛頓的民主
黨州議會議員希望州議會無法達到法定人
數，而無法通過新的法案。

當他們集體離開奧斯丁前往華府之後
，由共和黨控制之議會立即發佈希望他們
回到議會之通令，但是他們已經離開德州
，州法令是不可能到外州把他們逮捕回來
開會。

目前正在進行的臨時州議會將在八月
六日結束，但是艾伯特州長堅持立即再加
開臨时會，繼續討論新的投票法。

近年來，德州之政治版圖有了重大之
變化，新的居民和移民不斷增加，到目前
之统計，每月有一萬一千外來人，湧進徳
州，主要的大城市幾乎是民主黨人之天下
，而非城市地區仍然是共和黨之死忠部隊
，他們正遭受威脅，希望縮緊公民投票方
式，改變以往通訊或不下車可投票之規定
。

如今五十一位民主黨代表『逃亡」外
州，以阻擋法案通過，也真是民主政治的
鬧劇了。

德州議會鬧劇繼續上演德州議會鬧劇繼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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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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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正式進入第四波疫情
德爾塔毒株“閃電般速度傳播”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宣布，法國正式進入第四波新冠疫情。官方同

時警告，法國的新冠發病率正在急劇上升，新冠變異病毒德爾塔毒株正

以“閃電般速度傳播”。

法國政府發言人阿塔爾當晚召開發布會，代表官方通報疫情

最新形勢。他確認，法國正式進入第四波疫情。他指出，新一波

疫情在法國的傳染力很強，這主要是德爾塔毒株在法國的快速傳

播導致的。

阿塔爾警告，法國的新冠發病率正在急劇上升，新增確診病例數在

一周內翻了一番，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重新突破萬例。德爾塔毒株正以

“閃電般速度傳播”，已占法國新增確診病例的80%，並導致住院患者

人數再度上升。

阿塔爾指出，如果病毒過度傳播，就會有新的變異病毒毒株出現的

風險。他還認為，盡管大多數法國人已接種疫苗或已預約接種，疫苗接

種的覆蓋率目前仍然不夠。法國衛生部19日晚的數據顯示，法國已有

3780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3078萬人完全接種。

在談到健康通行證的相關問題時，阿塔爾表示，擴大健康通行證使

用範圍的措施仍會按原計劃實施。從本月21日開始，進入50人以上文

娛場所必須持健康通行證；從8月起，進入餐廳、酒吧等餐飲場所以及

進行長途旅行等活動必須持健康通行證。

如果相關場所未能嚴格檢查健康通行證，初次違反將會被處以1500

歐元罰款，多次違反將會被處以9000歐元罰款。不過這一處罰力度已遠

低於官方最初提議的45000歐元罰款。

阿塔爾說，為了保證將擴大健康通行證使用範圍的措施順利推行，

餐館、酒吧、會展中心、特定商業中心等場所的員工須在8月30日之前

完成疫苗接種。

希臘單日新增病例大幅增長
疫苗完全接種比例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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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5

例新冠確診患者，再次出現單日大幅增長。目前，希臘累計確診463473

例。新增死亡9例，累計死亡12867例。

塞薩洛尼基亞裏斯多德大學環境工程學教授薩利亞尼斯20日表示，

到7月底，希臘每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量可能會達到3500例。

他說：“最近幾天病例的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從前一天開始，我

們又觀察到了增長的趨勢”。他指出，在病例激增明顯的地區加大快速

檢測非常重要。

在提到上周開始在米克諾斯島實施的限製措施時，薩利亞尼斯說，

如果這些措施能夠得到嚴格遵守，那麼它們可能會在下周解除。

此外，他還指出，如果到秋季時，希臘新冠疫苗接種率沒有達到

75%，每日新增的病例數量可能會達到6000例。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希米斯托克利斯在19日舉行的疫情通報

會上表示，從20日起，公立或私立醫院的醫生將能通過官方指定的平臺

，為行動不便的人士在線登記在家接種新冠疫苗。上門接種服務所使用

的疫苗為只需單劑註射的強生疫苗。

希米斯托克利斯還宣布了希臘疫苗接種的情況。截至7月19日，

希臘總共接種了超過978萬劑疫苗。超過545萬人已經接種了至少一

劑疫苗，超過460萬人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這一比率相當於總人口

的44%。

虐待、性侵……
加拿大原住民學校幸存者講述噩夢經歷

綜合報導 學校本應是青春逐夢的地

方，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加拿大原住

民寄宿學校已成為大量原住民的“終生夢

魘”——近兩個月，加拿大先後在4所原

住民寄宿學校舊址附近發現總共1000多座

無標記的墳墓，死者中年齡最小的只有3

歲。

這些發現一次次震驚加拿大和國際社

會。

布魯斯· 艾倫是原住民寄宿學校幸存

者之一。同時作為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

幸存者協會的精神健康誌願工作者，他聽

到來自加拿大全國各地幸存者講述的悲慘

經歷。

艾倫近日告訴新華社記者，隨著更多

寄宿學校舊址裏無名墳墓被發現，越來越

多曾經選擇沈默的幸存者，紛紛鼓起勇氣

給協會打來電話，說出自己噩夢一般的經

歷。

“孩子們在學校裏經常遭受虐打，比

如鞭打手掌甚至讓他們當眾脫光鞭打屁股

。你可以想見這些傷害有多麼屈辱！肉體

虐待、精神虐待、性侵犯都非常普遍。”

艾倫說。

加拿大聯邦成立後

，逐步建立原住民兒童

寄宿學校製度，試圖強

製“同化”原住民。

2015年加拿大真相與和

解委員會公布的一份報

告顯示，自 19 世紀 40

年代到 20世紀 90年代

，至少有15萬印第安人

、因紐特人和梅蒂人等

原住民兒童被強製送入

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

至少3200名兒童在原住

民兒童寄宿學校被虐待

致死。

寄宿學校等種族同化政策，對加拿大

原住民造成的打擊和傷害不僅是身體上

的，還有精神創傷。許多幸存者因為

“終生夢魘”而酗酒，甚至吸毒，進而喪

失工作能力。寄宿學校沒有教給他們有用

的知識，更沒有教給他們如何關愛他人，

導致很多人不僅缺乏工作技能，還有家庭

暴力傾向等嚴重的心理問題。

加拿大原住民組織第一民族大會全國

酋長羅絲安妮· 阿奇博爾德認為，寄宿學

校幸存者是跨代精神創傷受害者。這種創

傷影響著原住民生活的許多方面，比如平

均壽命更短、發病率更高等。

阿奇博爾德說，現在調查才剛開始，

寄宿學校受害兒童總數很難估計。“我們

要牢記，這些死者是我們的孩子，不能只

把他們當作數字來對待……加拿大這一種

族滅絕的悲劇到底有多黑暗，時間會讓我

們看到真相。”

脫歐後北愛爾蘭貿易問題陷僵局
英國要求重談遭拒

綜合報導 倫敦當局要求布魯塞爾同

意磋商新協議，以規範英國脫歐後涉及

北愛爾蘭的貿易問題，但並未單方面廢

棄和歐盟所達成“分手協議”的相關部

分。而歐盟則立即拒絕重新就此事談判

，稱將尋求其他解決方案。

當地時間21日，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塞夫科維奇發布聲明稱，歐盟拒絕重新

談判英國脫歐後有關北愛爾蘭的貿易安

排。

他說，歐盟將在與英國政府談成的

“議定書框架內，繼續尋求有創意的解

決方案”，但是“我們不會同意重新談

判”。

據報道，英國和歐盟達成《北愛

爾 蘭 議 定 書 》 (Northern Ireland Proto-

col)，作為 2020 年英國脫歐協議的一

部分。

各方擔憂，北愛爾蘭和愛爾蘭若出

現硬邊界，恐引發暴力沖突，破壞美國

斡旋在1998年簽訂的和平協議。

塞夫科維奇強調，該協議的目的是

保護北愛爾蘭的和平。為實現這個目標

，必須執行協議定書，尊重國際法律義

務至關重要。

《北愛爾蘭議定書》基本上要求對

往來英國本島和北愛爾蘭之間的貨物進

行通關檢查，但這些規定對企業來說窒

礙難行，同時也讓堅定支持北愛爾蘭是

英國一部分的“親英派”大為反感。

自年初英國全面脫歐以來，多家英

國企業因為不滿新的官僚作業規定，不

是停止對北愛爾蘭的銷售，就是減少對

當地銷售的品項。

連鎖零售業者馬莎百貨集團(Marks

and Spencer)表示，依照當前的議定書形

式，2021年聖誕節北愛爾蘭商店裏可能

會出現空貨架。

當地時間21日，英國脫歐事務官員

佛羅斯特強調：“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

去。”

他向英國國會表示，英國有正當理

由可以啟動議定書中的第16條，即允許

任一方因協議而受到意想不到的不利影

響時，可以采取單邊行動廢除條款。

“顯而易見，目前存在的情況有理由啟

動第16條。盡管如此，我們決定現在不

是這麼做的時機。”

佛羅斯特表示：“我們看到有機

會采取不同處理方式，以找出新途徑，

通過協商和歐盟達成共識，在我們涵

蓋北愛的安排中達成新平衡，讓各方受

惠。”

另一方面，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

人同日表示，英國希望歐盟花一點時間

考慮倫敦關於修改脫歐協議中涉及北愛

爾蘭部分的提議。“我們已經說了一段

時間，即議定書施行的方式讓人無法接

受，迫切需要解決。”

德國政府批準
四億歐元緊急救災資金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內閣批準了一項緊急援

助方案，將由聯邦和各州共同出資合計四億歐

元，用於對該國日前遭受罕見洪水災害的地區

實施援助。

截至當天，本次洪災已造成德國境內超過

170人遇難。洪水給德國西部北威州、萊法州和

南部巴伐利亞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根據德國聯邦內閣當天批準的方案，德國

聯邦政府和相關聯邦州將分別各撥款兩億歐元

，用於向災區緊急發放援助。

德國內政部長澤霍費爾當天在柏林介紹這

一方案時表示，首批緊急援助針對的對象主要

是那些在洪災中失去一切的人。這筆款項將用

於幫助那些陷入困厄的民眾盡快渡過難關，同

時彌補洪災對當地房屋、農林業生產和企業經

營所造成的破壞。此外，德國政府還將向歐盟

團結基金申請援助款項。

德國聯邦政府當天表示，考慮到災後修復

和重建的範圍，受影響的各州預計將在未來數

月至數年內要承擔巨大的工作量。過去的經驗

表明，相關重建工作或需耗資數十億歐元，德

國聯邦政府為此將在財政上為各州提供支持。

德國財政部長朔爾茨當天表示，受災地區

的醫院、學校和基礎設施等的重建工作即將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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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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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佛羅里達州官員今天表示，上個月24
日的公寓大廈坍塌事件最後一名失蹤者，遺體
已經尋獲，身分也獲得確認，使得最終罹難人
數來到98人。

路 透 社 報 導 ， 邁 阿 密 戴 德 郡 （Mi-
ami-Dade County）當局在記者會上表示，搜
索隊員本月20日找到最後一具遺體，經醫學檢
驗人員比對確認身分，確定是 54 歲的赫達雅
（Estelle Hedaya）。

赫達雅的家人告訴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赫達雅才剛從紐約搬到佛

州。
位於邁阿密近郊瑟夫賽德鎮（Surfside）、

屋 齡 40 年 的 香 普 蘭 大 廈 南 棟 （Champlain
Towers South）於 6 月 24 日凌晨 1 時 30 分前後
坍塌。

事發當時居民多在睡夢中。消防人員日以
繼夜搜尋罹難者，7 月 7 日正式放棄可能找到
生還者的最後一線希望，23日宣告搜尋行動正
式結束。

共計有97人在大樓坍塌時命喪現場，另有
1人送醫不治身亡。

佛州大樓坍塌最後罹難者身分確認 共98人喪生

美國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今天公布
財報，首見季度獲利逾10億美元。儘管供應鏈出
現問題，特斯拉仍重申2021年產量目標不變。

法新社報導，特斯拉上季（截至6月30日）
獲利衝高至 11 億美元，遠高於 1 年前同期獲利
1.04億美元；營收將近倍增，達120億美元。

這家由企業鉅子馬斯克（Elon Musk）掌舵
、成長快速的電動車製造商上季交車數量超過20
萬輛，也締造新紀錄。

特斯拉重申2021年預測說： 「以多年展望來
看，我們預期交車數量年均成長率將達到50%。
若干年後，我們成長可能更加快速，估計今年就
是如此。」

這種說法和1季前幾乎相同，但特斯拉在新
聞稿中也暗示了供應鏈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全球半導體短缺在內，由於缺
乏半導體供應，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福
特汽車（Ford）和其他製造商已被迫減產。

特斯拉指出： 「在全球車輛需求處於紀錄高
峰之際，零組件供應將嚴重影響今年下半年的交
車成長率。」

特斯拉表示，儘管供應鏈有些 「小」問題，
但在中國的生產 「依然強勁」。

特斯拉今天盤後股價上漲1.4%至666.69美元
。

特斯拉季報獲利首見10億美元以上交車數創新高

南韓政府今（27）日表示，美國生技大廠莫德納（Moderna
）通知生產出現問題，供應疫苗計畫被迫調整，韓國也將修正大
眾疫苗接種計畫。

綜合韓聯社、路透社報導，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今日在政府
新冠疫情跨部門會議上表示，美國生技大廠莫德納通知韓國政府

疫苗生產出現問題，供應疫苗計
畫被迫進行調整。
金富謙並未說明莫德納疫苗的產
線出現何種問題，不過表示韓國
政府正在和莫德納討論具體的疫
苗供應日期及數量。
金富謙也表示，韓國政府將會提
出額外的疫苗接種措施，以讓韓
國在11月達成群體免疫目標，具
體施行計畫預計很快對外公布。

韓國衛生官員朴真永昨（26）日也已經公布這項消息，強調
韓國政府已經動員所有行政、外交資源來釐清事實、擬定對策。

目前尚不清楚莫德納疫苗的生產問題會影響多少出貨量及影
響多久，也不清楚會否影響到其他國家。莫德納並未對此置評。

韓國目前正開放55至59歲民眾接種疫苗，50多歲民眾中，
高達84%、相當於617萬人已經預約本周接種疫苗，不過礙於出
貨延遲，當局已經將部份民眾預約的莫德納疫苗改成輝瑞/BNT
疫苗。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長鄭銀敬表示，莫德納的生產問題不
會影響原訂本月到貨的莫德納疫苗總量，不過她並未提出具體數
字。

韓國政府於2020年12月與莫德納簽署協議，採購4000萬劑
疫苗讓2000萬民眾接種，最初計畫是莫德納於今年第2季開始分
批次交付疫苗。

雖然韓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提升疫苗接種工作，不過礙於疫苗
短缺、出貨延遲，目前韓國5200萬人口中，只有33%人口至少接
種1劑疫苗，13%已經完整接種疫苗。

莫德納疫苗爆生產出問題莫德納疫苗爆生產出問題 南韓緊急更改接種計畫南韓緊急更改接種計畫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和伊拉克總理哈德米
（Mustafa al－Kadhemi）展開會談，並表示，
兩國關係已進入 「新階段」，包括美國在伊拉
克的戰鬥行動將終止。

拜登與哈德米在白宮一同亮相，拜登說，
美國 「致力於兩國安全合作」，將 「繼續訓練
和協助（伊拉克），以對付崛起中的伊斯蘭國
（ISIS）」。

他說： 「但到了今年底，我們將不再執行
戰鬥任務。」

拜登並強調，美國支持伊拉克10月份選舉
。他說，美國正與伊拉克當局、波斯灣合作理
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以及聯合國
密切合作，以確保選舉公正。

哈德米則說，美、伊兩國有 「戰略夥伴關
係…美國，他們幫助伊拉克，我們一同戰鬥、
戰鬥並擊敗伊斯蘭國」。

他說： 「今天我們的關係比以往更堅定…
包括在經濟、環保、衛生、教育和文化等方面
的夥伴關係。」

美軍結束戰鬥 拜登宣告對伊拉克關係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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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提前供應疫苗
菅義偉與輝瑞CEO共進早餐會談1小時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菅

義偉在東京元赤阪的迎賓館與美國製藥巨頭輝瑞

公司首席執行官(CEO)艾伯樂舉行了會談。鑒於

日本國內對新冠疫苗供應的擔憂高漲，菅義偉向

輝瑞尋求將原定10月以後的疫苗提前供應。

據報道，會談中，菅義偉介紹了日本國內

新冠疫情和疫苗接種的進展情況。他強調了疫

苗在防止疫情擴大方面的重要性，要求將計劃

10月起運至國內的2000萬劑疫苗提前供應。艾

伯樂對疫苗的必要性表示理解。

此外，菅義偉還對輝瑞向東京奧運會和殘

奧會各國家和地區運動員提供疫苗，以及4月

電話會談中商定的追加供應5000萬劑疫苗表示

了感謝。艾伯樂回應稱，希望奧運取得成功。

報道稱，會談以兩人共進早餐的形式舉行

，持續了約1個小時。日本行政改革擔當相河

野太郎也列席作陪。

報道指出，輝瑞疫苗截至6月向日本提供

1億劑，按計劃，7至9月和10月之後將分別提

供7000萬劑和2000萬劑。當下，日本地方政

府用於面向居民接種的輝瑞疫苗，因供應量減

少而紛紛停止或延期預約，中央政府面臨增加

供應的壓力。

與此同時，日本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日本

廣播協會(NHK)指出，在東京，新一輪疫情來

勢洶洶，不僅住院患者不斷增多，甚至不少奧

運相關人員也接連確診。奧運期間如何保障醫

療資源供應，將是東京面臨的一大挑戰。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
遭遇極端降雨致至少67人遇難

綜合報導 路透社等媒體報道說，

印度西部沿海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過去

兩天來遭遇極端降雨天氣，引發的山

體滑坡與洪水等災害已經造成至少 67

人遇難。

路透社報道稱，該邦部分地區在24小

時內的降雨量高達594毫米。該邦首席部

長烏達夫· 薩克雷介紹說，極端降雨導致

邦內不少河段的水位超出了警戒水位，所

以政府不得不在某些特定地區泄洪，官方

也疏散了一些低窪地區的民眾。目前，海

軍及陸軍官兵正在沿海受災地區協助參與

救援工作。

據報道，在該邦萊加德地區，強降

雨引發的數起山體滑坡事故已經造成至

少 36 人喪生、近 40 人失蹤。印度總理

莫迪23日下午在其推特賬戶上發文說，

這裏發生的悲劇讓我深感痛苦。我向失

去親人的家屬們表示慰問，祝願傷者早

日康復。官方正密切監控馬哈拉施特拉

邦的雨勢。

極端降雨天氣還導致該邦首府孟買

市的一座建築物倒塌，造成至少 4人遇

難。該邦其它地區還有 27 人因類似事

故喪命。此外，該邦有數百個村莊陷

入了停電、停水困境。據莫迪及烏達

夫· 薩克雷宣布的消息，每位死者的家

屬將獲得70萬盧比（約 7萬元人民幣）

的救助金。

據《印度斯坦時報》等媒體發布的消

息，當地氣象局已經對該邦的數個地區發

出了紅色預警，預測未來幾天將會有持續

強降雨。雨勢可能到26日以後才會有明顯

減弱。

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等南亞國家的

雨季，時常會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

越南疫情嚴重 耐克鞋可能要斷供了
綜合報導 受越南疫情的影響，耐

克在越南的兩家主要供應商被迫停工

。由於越南製造的鞋類產品已占到耐

克全球總產能的一半，耐克鞋或面臨

斷供。

本周三（21 日），越南衛生部

門發表聲明稱，耐克在越南的主要

供應商因疫情停工10天。而根據標

準普爾公司本周一（19日）的一份

報告，上個財年，越南製造了大約

一半的耐克鞋。隨著耐克在越南的

兩家主要供應商因疫情停工，以及

開學季銷售高峰到來，美國的耐克

鞋或面臨斷供。

針對主要供應商停工，耐克回

應 美 國 全 國 廣 播 公 司 商 業 頻 道

（CNBC）的詢問稱，“我們將繼續

與我們的供應商合作，支持他們為應

對新冠疫情所做的努力”，並稱將遵

守相關法律為員工提供工資、福利以

及遣散費。

“我們的夥伴以及供應商的健

康和安全仍然是我們要首先考慮的

任務”，耐克在聲明中寫道。

除了耐克，彪馬、蘋果、三星

等公司也在越南北部疫情重災區

有代工廠，均有可能受此次疫情

影響。

目前，三星約有一半的手機在越

南生產。根據越南衛生部門的聲明，

三星正計劃讓工人留在工廠睡覺，並

已經將員工人數從7000人削減至3000

人。

BBC稱，這些公司尚未對是否缺

貨作出回應。

對此，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教

授Steve New評論稱，此前，由於越

南在遏製新冠疫情上整體有效，因

此能夠在局部停工情況下對少數感

染作出反應。但他表示，隨著疫情

的惡化，越南“在不對供應鏈造成更

嚴重幹擾的情況下，應對疫情將變得

越來越困難”。

上個月，耐克首席財務官馬特· 弗

蘭德（Matt Friend）稱，公司預測在

2022財年裏，供應鏈延遲以及物流成

本高漲等問題將持續存在。這意味著

消費者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經

常發現商品缺貨。

“在大部分時間裏，供應都難

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弗蘭德表

示。

自去年 4 月以來，越南的新增

病例數屢創新高。雖然政府已經

將工人列入疫苗接種的優先名單，

但許多省份的工業區仍發生了群

體性感染。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學最新統計，7月 22 日，越南

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達 7125 例，

死亡 36 例。

綜合報導 從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獲悉：近日，中國科

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在開展“林芝市孟加拉虎種群動態及棲

息地監測項目”過程中，科研人員利用紅外相機在林芝市察

隅縣北部地區拍攝到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雪豹的珍貴

畫面，這是林芝市首次在野外記錄到雪豹活動影像。

自2018年以來，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蔣學龍和李

學友研究團隊，在林芝市雅魯藏布大峽谷及伯舒拉嶺共布設

紅外相機206臺，獲得有效照片10081張，於2019年首次拍攝

到野生孟加拉虎，並記錄到雪豹、雲豹、金貓、雲貓、豹貓

、黑麝、馬麝、羚牛等31種珍稀、瀕危野生哺乳動物，為東

喜馬拉雅獸類多樣性資源本底評估、格局解析及重要物種保

護提供數據支撐。

雪豹作為頂級捕食者和旗艦物種，對棲息地完整性和原

真性要求較高，是生態環境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種。本項目在

伯舒拉嶺除了拍攝到雪豹外，還記錄到大量的巖羊、中華鬣

羚等偶蹄類動物，表明該區域雪豹的潛在可獲得性較高，是

雪豹的理想棲息地。

下一步，研究團隊將繼續在雅魯藏布大峽谷及伯舒拉嶺

區域開展野生動物系統調查和監測研究，以珍稀、瀕危、旗

艦物種為抓手，重點對生物多樣性熱點區、生態關鍵區和調

查薄弱區開展綜合科學考察研究，為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和

生態安全屏障建設提供服務。

首次！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在西藏林芝發現雪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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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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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朗於張家朗於20172017年奪世青賽冠軍年奪世青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
擊）張家朗來自體育世家，雙親均為籃球
冠軍成員。父親張子倫於1987年曾為警察
籃球隊贏得甲一聯賽錦標，現職海洋公園
經理；母親陳雪玲則為前港青代表，曾効
力女子甲組冠軍隊均安。

因為父母關係，小時候的張家朗也鍾

情於籃球，更視NBA前芝加哥公牛球星洛
文為偶像。到了中三暑假，因為當時沒有
校隊訓練，張父在同事介紹下，為愛兒報
了劍擊班，從此改寫了張家朗一生。

接觸劍擊之後，張家朗一試便愛上，
到中四更作出重要決定，就是輟學專心向
劍擊運動員方向發展，結果證明屬明智選
擇。2014年的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張家朗
在青年組及少年組的團體及個人賽包辦了
4面金牌；同年仁川亞運，躋身成人組的
他與崔浩然、張小倫及楊子加聯手奪得男
子花劍團體銅牌。

到了2016年亞洲錦標賽，18歲的張家
朗再奠定“少年劍神”之名。他在個人賽
過關斬將勇奪金牌，成為首位在亞錦賽封
王的香港劍手。同年首戰里約奧運，雖然
於16強止步，但也刷新了香港男子花劍歷
來最佳成績，為今次東奧封王奠下基石。

翌年張家朗再於世青賽一鳴驚人，成
為第一位奪得個人花劍金牌的香港人，並
為其青年時期的劍擊生涯畫上完美句號。

2018年雅加達亞運，張家朗再摘下個人賽
銅牌及團體賽銀牌，2019年2月其世界排
名升上新高的第5位，為香港劍壇掀開新
一頁。今次東奧一舉奪金，相信會在香港
掀起新一輪劍擊熱潮。

中三首次接觸劍擊改變一生

●張家朗（右二）以此全家福老照片恭祝
爸爸父親節快樂。 IG圖片

●●即使首奪金牌即使首奪金牌，，張家朗仍一臉平靜張家朗仍一臉平靜。。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銳東京傳真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銳東京傳真

採訪採訪
手記

採訪採訪
手記

掃碼看片

張小倫 蔡俊彥落力打氣
團隊精神成功之源

採訪採訪
手記

港隊港隊
戰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擊）苦等25年，香港再奪奧運金牌！現年24歲的“少年劍神”張

家朗，26日在男子個人花劍項目完美演繹頑強拚搏的香港精神，十六強橫掃世界“一哥”、八強上演連取6

分的逆轉好戲，決賽再以15：11將意大利名將Daniele Garozzo刺下，一劍封王奪金，贏得香港歷來奧運第二

金、香港回歸後奧運第一金。，他賽後在混合採訪區受訪時，仍感到難以置信。他表示會將這面金牌送給

剛好於上周日 59歲生日的爸爸，不過張父卻因為怕太過緊張，未敢觀看電視直播。成為香港歷來最年輕奧運金牌得主的他，又以

“11字真言”勉勵港人：“大家要堅持，唔好咁易放棄！”

●與父母一起出席與父母一起出席20172017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頒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頒
獎禮獎禮。。 IGIG圖片圖片

張家朗勝出決賽後便立即接受大批香港
傳媒訪問，當時臉上仍不停流着勝利

的汗水，顯然已為這面金牌付出所有氣
力，他唯有一邊抹汗一邊受訪：“其實沒
想過會拿金牌，之前一段時間一直打得不
好，（世界排名）又試過跌出前16，經歷
過高低起伏，賽前只想要保持輕鬆心
態。”他也不忘多謝兩位教練，在他低潮
時期不時作出開解。

張爸爸不敢看直播
他又以26日8強賽以 9：14落後俄羅

斯奧委會劍手Kirill Borodachev時，最終
連刺6劍反勝的經歷來勉勵港人：“當我
落後時，只想着盡力打好每一劍，上前
打，不要再退。大家要堅持，唔好咁易放
棄！”他又指劍擊界有句名言，就是“先
打好第一場”，承認第一場打得順利，才
是後來奪金的關鍵。

談及這面金牌對香港劍擊運動的意
義，他說：“由96年風帆到現在再有金

牌，對劍擊有好大意義，證明了我們不只
能在亞洲拿到獎牌，在世界也一樣可以做
到我們想做的東西。”成為奧運冠軍的張
家朗已名留青史，他表示會將金牌送給爸
爸作為生日禮物，因為家人是他最想報答
的人：“最想多謝他們，自己有時練得不
好會發脾氣，多謝家人體諒。”不過在海
洋公園工作的張爸爸，卻因為怕太緊張，
26日選擇請假，寧願到街上走走，放棄觀
看電視直播支持愛兒。

得知家朗勇奪金牌後，他對記者表
示：“無論什麼顏色的獎牌，甚至之前拿
過的所有獎項，全部都超出我們想像。家
朗勝在自律，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這都
是他致勝之道。”張父又表示，待愛兒返
港接受完隔離後，會大吃一頓慶功。

獎金最少750萬元
根據恒地贊助的嘉許計劃，今屆奧運

獎牌獎金大幅提升，張家朗的金牌獎金會
增至500萬港元，若稍後的隊制項目再獲

金牌，全隊更可多獲1,000萬港元。張家朗
2018年與乒乓球“一哥”黃鎮廷重返曾就
讀的林大輝中學時，校監林大輝曾承諾，
若果他們獲得奧運獎牌，便“包你做業
主”，不過他26日晚澄清，表示會從學校
基金撥出最少250萬港元作獎勵，可以預
期張家朗的獎金數字還會大幅提升。

8強逆轉勝 真言勉港人

張家朗奪張家朗奪張家朗奪奧運香港第二金奧運香港第二金奧運香港第二金

●●港協會長霍震霆港協會長霍震霆（（左二左二）、）、港代表團團港代表團團
長貝鈞奇長貝鈞奇（（右一右一））等人與劍擊隊教練等人與劍擊隊教練
GregoryGregory交流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銳東京傳真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銳東京傳真

●●張家朗張家朗（（左左））在在 99：：1414落後的情況下落後的情況下，，反勝俄奧委選手反勝俄奧委選手
晉晉44強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東京傳真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東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
擊）張家朗勇奪東京奧運男子花劍金牌，
“少年劍神”化身“金牌劍神”一下子被捧
上巔峰，但這面獎牌的意義，豈止是簡單的
為港爭光，香港劍擊歷史能夠改寫，是經歷

以十年計、無數劍手汗水心血的結晶，劍擊場上一人一劍
隻影形單，但運動員卻不只是孤軍作戰，家人、隊友、教
練等所有人的支持缺一不可，所體現的團結精神正是體育
運動最可貴的地方。

張家朗奪得決賽席位後表現平靜，反而觀眾席上的
“大師兄”張小倫比自己親身落場還緊張。這名36歲的
劍手首度出戰奧運64強出局，而另一位港隊代表蔡俊彥
則16強止步，在奧運金牌的光芒下他們26日注定成為配
角，但每一場張家朗的比賽仍會聽到他們聲嘶力竭的打氣
聲，在男子花劍所有隊員的眼中，張家朗的成功是他們的
成功，也是香港男子花劍隊的成功。

若非香港“男花”拚命搶得奧運團體賽的資格，世界
排名第19的張家朗甚至沒有出戰奧運的機會，當然也沒
有今天一劍成金的故事，這面金牌所承載的是整個團隊多
年來努力，疫情期間所有賽事取消，所有隊員被“困”在
體院訓練長達5個月，實戰對手只有身邊幾個隊友，但卻
培養出“男花”的團隊精神，張小倫表示以前打劍眼中只
有自己，現在更希望在團隊中發揮作用：“作為老隊員，
我知道有時不夠他們這些年輕人打，但我訓練中會死纏他
們，迫他們用盡百分百，每個人每個崗位都可以有所貢
獻。”香港“男花”不會因這面金牌就此滿足，之後進行
的團體賽才是他們的重頭戲，期待這支隊伍可以為香港市
民帶來再一次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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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今天指出，疫情
警戒降級，歌廳、夜總會等行業仍不能營業，
民眾可能轉至汽車旅館、賓館等處聚會，已規
劃加強臨檢勤務，後續將不定期臨檢相關場所
，查緝違法。

全國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警戒自今天起到8月9日從3級降為2級；
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
酒店（廊）等場所須關閉。

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邱寬愉表示，疫情警
戒降級，酒店、酒家等八大行業仍停止營業，
民眾可能轉赴汽車旅館等處聚會開趴，導致疫
情擴散，已要求分局針對轄區汽車旅館、賓館
等處加強臨檢勤務。

他說，警方今天零時執行擴大臨檢勤務，
針對治安顧慮的汽車旅館、賓館、養生館等地
點實施巡查，動員399名警力，包含大安、萬
華、中山分局等，共臨檢養生館141家、旅館
41家，查獲妨害風化8人、毒品4人。

北市警局指出，將持續針對汽車旅館等場
所規劃不定期臨檢勤務，查緝毒品及性交易等
，也會派警員每天巡查目前仍停業的八大行業
場所，若發現業者違規營業，會立即通報主管
機關裁罰，最重可停業。

北市警局表示，旅館業者若發現不正常人
流進出特定房間，或疑有人在房間開毒品趴，
應立即報警，未即時通報警方，除可處罰鍰外
，若涉及情節重大，恐被要求停業或歇業。

疫情警戒降級 北市警加強臨檢汽車旅館查緝違法

（中央社）台中市以陳姓男子為首的詐騙
集團，租用台中市南屯區一處大樓民宅為基地
行騙，假冒電信及防疫人員詐騙中國大陸地區
民眾，屏東里港警分局飛象過河，到台中市破
獲集團逮7人。

里港警分局今天表示，前一陣子接獲線報
，指台中市疑似有詐騙集團行騙，警方積極網
羅多方線索，利用跟監、埋伏多管方式齊下，
鎖定以陳男為首的詐騙集團，22 日見時機成
熟，與台中警方進行攻堅，逮捕7人。

警方表示，7人多是20~30歲的年輕人，
還有一名未成年，今年1月起，詐騙集團假冒
電信公司話務人員及國家防疫中心人員，詐騙

中國大陸民眾，以身分遭冒用為由請被害人向
公安報案，而後電話轉給假冒公安人員犯嫌，
向被害人要求提出存款來監管，目前詐騙人數
及金額仍持續調查中。

警方現場查扣筆電6台、手機8支、房屋
租賃契約書、記憶卡4張、分享器1台、新台
幣3萬4300元等詐欺犯罪工具，全案以組織犯
罪條例及詐欺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檢察署偵辦。

里港分局長楊龍祥表示，防疫期間，民眾
不能輕信各路假冒防疫人員電話，務必多方求
證避免荷包失守，警方將持續溯源擴大偵辦，
循線將集團首腦及幕後其他金主追查到案。

假防疫人員詐騙大陸民眾 屏警破獲集團逮7人

（中央社）澎湖籍 「再發號」休閒漁船今天
中午被發現在西嶼小門海域漂流，船上無人，疑
似有漁民落海，海巡等單位全力搜尋中。

海巡隊表示，今天中午 12 時 35 分，澎湖籍
「金合興6號」漁船在行經西嶼小門西北海域的

空殼礁附近海域，發現 「再發號」休閒漁船在海
上漂流，船上未見有人，疑船上人員落海，緊急
向第13巡防區通報。

海巡隊出動3艘巡防艇開往附近海域搜尋，
空偵機也自台中起飛投入搜尋，部分漁船也主動
加入協尋。

岸巡初步了解，編號休閒漁政002號的 「再
發號」漁船，是隸屬小門漁港的船隻，今天清晨
由章姓漁民報關出海作業，該船則先由協尋的
「龍德鴻2號」漁船拖返小門漁港。

澎湖無人漁船漂流 疑似漁民落海搜尋中

（中央社）男子陳竑諺涉趁萬華青山宮遶境
活動時與人談判，並於談判破局時開槍，造成路
人1死1傷，遭警拘提時又趁機脫逃，後來才落網
。二審今天維持一審見解，仍判陳男10年及6月
徒刑。

二審的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指出，陳男於民國
107年11月30日凌晨陪同友人前往青山宮遶境活
動，與趙姓男子等人談判。陳男帶著一把改造手
槍。

後來雙方談判破局爆發衝突，陳男朝地面開
1槍恐嚇，未料流彈射穿一旁圍觀遶境的楊姓民
眾右膝，陳男立即逃跑，魏姓民眾等人見狀上前
追捕；陳男與魏男拉扯期間，陳男為了掙脫，朝

魏男右大腿開槍，造成魏男大量出血，經送醫急
救於同年12月20日死亡。

警方獲報後循線逮捕陳男，因陳男受傷，戒
護送醫治療，但陳男趁機聯絡友人接應，於醫院
門口與員警拉扯後，跳上友人車輛離去並藏匿，
直到7天後，遭警方在旅館拘提到案。

檢方認定，陳男構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傷害致死、傷害、脫逃罪，提起公訴；一審依
傷害致死等罪判刑10年、脫逃等罪判刑6月，得
易科罰金。

案經上訴，二審審理後，今天宣判，駁回上
訴，維持一審見解及刑度，除脫逃罪定讞外，其
餘罪名可上訴。

遶境活動開槍致1死1傷二審判男子10年及6月

（中央社）花蓮新城警分局表示，因受疫
情影響，民眾使用網路時間增加，詐騙集團利
用社群網站詐騙，統計今年上半年報案人數比
去年同期增加93%，呼籲民眾勿隨意聽信網路
上不明的訊息。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今天指出，受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影響，
民眾長時間待在家中，使用網路的時間也隨著
增加，詐騙集團看準此機會，利用社群網站發
布投資、短期周轉或代辦低利率貸款等訊息，
有些民眾因詐騙話術而損失許多錢財，甚至淪
為人頭帳戶，得不償失。

新城警分局表示，經刑事警察局統計，今

年上半年因假投資受騙而報案民眾較去年同期
增加93.23%，顯示被害情形持續增多，且平均
年齡以30至33歲最多。

尤其網路投資詐騙最為嚴重，民眾常被
「穩賺不賠」、 「買空賣空」等口號吸引，上

鉤後詐騙集團便要求民眾依指示匯款或繳交費
用成為會員，謊稱之後只須等著穩定提領獲利
，因此不少民眾投入許多金錢，到後來才驚覺
被詐騙。

防止民眾受騙，警方持續加強宣導，提醒
民眾若遇有疑似詐騙的情形，盡快查證、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詢問或撥打110報案。

疫情宅在家上網時間多 網路詐騙比去年同期增9成

雙北仍禁餐廳內用外送員跑單市區奔波
中央宣布27日全國疫情警戒降為二級，包括台中、台南、高雄等多數縣市政府皆宣布有

條件開放內用，但疫情相對嚴峻的雙北地區則仍禁止餐廳內用。有外送員上午帶著孩子工作
，為了生活在市區巷弄間奔波。

疫情警戒降級疫情警戒降級按摩業者做好防疫重新營業按摩業者做好防疫重新營業
中央宣布中央宣布2727日全國疫情警戒降為二級日全國疫情警戒降為二級，，按摩業有條件開放按摩業有條件開放。。台北市萬華區的按摩業者上午架台北市萬華區的按摩業者上午架

設酒精消毒機設酒精消毒機，，做好防疫工作做好防疫工作，，準備開張做生意準備開張做生意。。

新北市幼兒園有條件開放新北市幼兒園有條件開放 小朋友入園量體溫小朋友入園量體溫
全國全國COVID-COVID-1919（（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警戒疫情警戒77月月2727日到日到88月月99日降為二級日降為二級，，幼兒園幼兒園、、托嬰托嬰

中心有條件開放中心有條件開放，，圖為圖為2727日新北市新莊一家幼兒園日新北市新莊一家幼兒園，，教職員替到園的小朋友量體溫教職員替到園的小朋友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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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自新冠病毒大流行開始
以來，病毒最常見的症狀包括咳嗽（通常是乾咳）
、呼吸急促、發燒 100 度或更高，以及突然失去味
覺和嗅覺。人們還會報告從頭痛到腹瀉的各種情況
。研究表明，感染了 Delta 變體的人在呼吸道中的病
毒複製量是以前的 1000 倍。新冠Delta 病毒的緊急
警告信號包括呼吸困難、持續性胸痛或壓力以及新
的精神混亂等問題。 對於 Delta 變體，有些人的症
狀可能看起來更像普通感冒。 Delta 變種 (B.1.617.2)
在全球廣泛傳播，現在是美國的主要毒株；它對大
量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的影響尤為嚴重。 Delta病毒
感染似乎更有可能產生更典型的普通感冒症狀，那
是喉嚨痛、輕微咳嗽和鼻塞。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常見症狀包括他們無法專
注於工作。他們會在過馬路時喘不過氣。他們經受
著頭暈、失眠、意識模糊、心跳過速或許多其他長
期影響的折磨，這些症狀令其難以恢復正常生活。
患病六個月後最常見的症狀是疲勞和肌無力，有
63% 的患者表示出現此症狀；而其次經常出現的則
是睡眠困難 (26%) 及焦慮和抑鬱 (23%)。超過四分之
一的受試者出現肺功能減弱。研究發現，患者年齡
每增加 10 歲，其報告出現疲勞或肌無力的可能性就
會增加 17%。

疲勞是迄今為止新冠病毒 「長期患者」最常提
及的症狀。部分患者由於太過疲憊而無法返回工作
崗位，或是很難起床。其他人則報告稱，他們僅從
事之前的一小部分活動就會感覺氣喘吁吁。也許他
們可以在房屋周圍走動，但是上樓梯就會很困難。
研究表明，對於危重患者來說，睡眠障礙是其在出
院長達 12 個月後仍會出現的常見問題，但此症狀通
常會隨時間而有所緩解。

較新的冠狀病毒變種可能會使人病情加重。患
有 Delta 變體的年輕人群的住院率似乎有所增加，並
可能導致住院風險增加。未接種疫苗的人特別容易
受到傷害，因為新變種, 尤其是 Delta 變種, 傳播速度
更快，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疾病。 完全接種疫苗的
人的症狀往往較輕。 絕大多數新病例和住院有 99%
的新感染病例發生在未接種 新冠病毒疫苗的人群中
。接受了輝瑞 BioNTech 或 Moderna 疫苗或強生單
劑量疫苗的兩種注射，1%人們在這些情況下經歷的
症狀往往相對較輕。

接種疫苗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減少傳播，而且還
大幅減少住院和死亡人數; 而疫苗正是做到了這一點
。 絕大多數完全接種疫苗的人不會出現那些嚴重的
疾病後果，這讓我們認為，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的症
狀總體上可能更輕。

新冠病毒患者的症狀包括頭暈失眠意識模糊心跳過速
接種疫苗的目標是減少傳播大幅減少住院和死亡人數

中秋嬋娟，千里華誕。中秋佳節是全球華人親友團聚歡慶豐
收的重要傳統佳節，始於唐朝，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每
年秋天，秋高氣爽，繁花似錦，是高朋滿座喜迎國慶的大好時光
。中國人活動中心攜大休斯敦地區華人華僑、企業及學生學者組
織60個以上社團將在2021年9月18日晚於休斯敦THE WESTIN
OAKS HOUSTON AT THE GALLERIA ( 5011 Westheimer at
Post Oak, Houston, TX 77056) 大酒店聯合舉行盛大慶祝晚宴。晚
宴將於6點開始，貴賓招待會將於5點開始。

近十年來，休斯敦地區華人華僑人數大幅增長。國慶晚宴團
結匯聚了大休斯敦地區及美南周邊城市華人華僑、企業及學生學
者組織60多個社團，廣泛邀請僑團領袖、商界精英、美國主流
政界與商界的國際友人參加，有力彰顯大休斯敦地區華人華僑團
結向上共建和諧華人社區的精神面貌，為加強中美兩國和兩國人
民之間多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做出積極貢獻。預計今年將有約600
人包括商界精英、社區領導、政要及外交官員參加聚會。

一年一度的慶祝晚宴是休斯敦華人華僑最具規模的年度盛會
之一，每次都得到各大新聞媒體包括報社、電台、電視台及互聯
網的大力宣傳報導。今年主辦方在後疫情期間將嚴格遵守CDC

的衛生防疫標準，邀請醫學專家擔任緊
急醫療顧問，各種防護措施嚴格到位，
確保今年的國慶晚宴辦成暨隆重又安全
的盛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是美國國稅局 IRS
501C(3) 非 盈 利 機 構 ， 稅 號 ：
76-0501683，成立於1995年，服務大休
斯敦地區30多萬旅美華人華僑和華人社
區。中心秉承“服務華人社區，弘揚中
華文化，凝聚社團僑心，促進美中友好
，提昇華人地位”的宗旨，建立社區團
結互助、多元文化及藝術教育等服務機
制。中國人活動中心每週接待約3000人次，幫助了許多新移民
在休斯敦安家落戶。

慶祝晚宴是中國人活動中心的一個重要募捐活動，這一活動
的成功離不開大家的大力支持，今年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
，執行長楊德清，晚宴主席陳韻梅，副主席陳皙晴，秘書長楊保
華，副秘書長張佳莉，組委會成員，真誠地邀請您參與，目前，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何建中會長，劉凌毅秘書長已經贊助Di-
amond Table，恆豐銀行和華美銀行已經贊助Jade Table ，德州廣
東總會、安穩保險(Allwin Insurance Agency)已經贊助Ruby Table
，各大社團紛紛買桌，您的讚助將會在我們的晚宴節目冊上列出
， 如 果 您 需 要 更 多 的 信 息 ， 請 隨 時 聯 繫 我 們 ， 中 心 電 話
713-772-1133，Zelle Quick Pay：ccc.houston95@gmail.com，非
常感謝您的大力支持 ！

中國人活動中心攜60個以上社團聯合舉行盛大慶祝晚宴

DeltaDelta 變種變種 (B.(B.11..617617..22)) 在全球廣泛傳播在全球廣泛傳播，，現在是美國的主要毒株現在是美國的主要毒株；；它對大量未接種疫苗它對大量未接種疫苗
的美國人的影響尤為嚴重的美國人的影響尤為嚴重。。

醫生認為醫生認為 DeltaDelta 變異激增時最常見的變異激增時最常見的 COVIDCOVID 症狀症狀 大流行一年多以來大流行一年多以來，，隨著病毒發生隨著病毒發生
變異和更多人接種疫苗變異和更多人接種疫苗，，COVID-COVID-1919 的症狀發生了變化的症狀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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