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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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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
表示，政府正考慮是否強制要求聯邦員工接種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但強調
不會如2020年般實施封城。

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拜登表示，美國在疫
苗施打上必須 「做得更好」 ，並說目前 「正在考
慮」 強制要求聯邦政府200多萬名員工施打疫苗
。

拜登參訪位於維吉尼亞州麥連（McLean）的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時，做出上述聲明
。而稍早前，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政策轉彎，建議部分地區完整接種疫苗的民眾，
在某些高風險場合下恢復佩戴口罩。

至於拜登政府要求聯邦雇員接種疫苗是否合
法，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昨天表示，
政府尚未做出決定。另一方面，白宮已經要求白
宮內部員工開始再戴起口罩。

據白宮發布的另項聲明，拜登計劃在29日宣
布 「下一步」 來讓更多美國人接種疫苗。

拜登說： 「Delta變異株影響最嚴重的地區，
如果施打疫苗、佩戴口罩的人可以更多，我們將
可以避免重回2020年封城、停擺、學校關閉和中
斷的老路。」

「和2020年不同的是，我們現在有了阻止疫
情蔓延的科學知識和工具，所以我們不會走回頭
路。」

Delta變異株傳染力驚人，美國確診人數爆增
，目前美國新增病例約有9成是感染Delta變異株
。過去 7天的每日新增感染人數平均超過 5萬
6000人，類似今年4月確診數。美國迄今累計逾
61萬人病故，兩項數據都高居全球第一。

目前美國有49%人口完整施打疫苗，不過接
種率極為不均，政治自由派接受疫苗的程度較高
。

拜登考慮強制要求聯邦員工打疫苗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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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四       2021年7月29日       Thursday, July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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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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endorsed Texas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ton in
his re-election bid and refuses to
support the Bush family.

In a statement Trump said,
“Ken is strong on crime, border
security, the Second
Amendment, Election Integrity
and above all, our Constitution.
He is a true Texan who will keep
Texas safe.”

George P. Bush, who is the
current Texas Land
Commissioner, will run for
Attorney General. He is the son
of Jeb Bush, nephew of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the grandson of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Trump still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exas politics and
Paxton, an ally of Trump, has

been state attorney
general since 2015 and
led a 20-state challenge
against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He is currently
under an FBI
investigation for
securities fraud.

The Bush and
Trump families have
clashed over the years,
includ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primary
when Governor Jeb
Bush was running for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This is a political
test for the Bush family
in Texas. Young Bush is
considered a rising star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0707//2828//20212021

Trump Snubs Bush In TexasTrump Snubs Bush In Texas
PoliticsPolitics

前總統川普再次支持德州現
任檢察長帕登競選連任，而放
棄對布希家族之支持，川普在
一項聲明中指出，帕登強烈支
持邊界築牆，反暴力和支持憲
法精神。
布希家族長期以來就和川普

不和，這位老布希總統的孫子
小小布希宣布他將參選州檢察長
一職，但是他在二O一六年及
二O二O年都曾支持共和黨的川
普一直不斷參選總統，小布希
目前是德州土地局局長，他被
視為共和黨明日之星，他的父
親曾任佛羅里達州州長，祖父

曾任美國總統，其生母是墨西
哥裔，對他在政治上是一大助
力。
德州仍然是共和黨之地盤，

川普對德州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現任檢察總長因証券醜
聞正在接受聯邦調查局調查中。
美國新政府雖上任不到七個

月，全國各地已有彌漫政治氣
氛，川普一直不斷煽風點火，
繼續在各地募款希望東山再起。
小小布希是布希家族的政治

火苗，他是否獲勝是是否可延
續政治香火的指標。

川普再現德州政壇川普再現德州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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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台灣舉重女神的郭婞淳不負眾望
, 在東京奧運會舉重競技場上, 舉出奇蹟,以雙
臂為台灣撐起了金牌, 而且抓舉103公斤、
挺舉133公斤與總重量236公斤都打破奧運
紀錄，可喜可賀,郭婞淳真正是台灣之光, 當
許多人聽到大會奏起中華台北會歌時, 不禁
潸然淚下。

郭婞淳有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據她的母
親敘述, 她因為難產, 因此才以”幸存”的諧
音為她取名”婞淳”, 但自幼即失去父親, 所
以從小與母親和祖母相依為命, 過著流離失
所漂泊不定的日子, 而她竟能刻苦耐勞,鍛鍊
出強健的體魄, 最後在舉重專業中熬出頭來,
16歲就奪得青奧會銀牌, 並從18歲起參加
2012年倫敦奧運會, 雖未獲獎牌, 但隨後一
連拿下亞錦賽、世大運與世錦賽金牌, 不過
曾因嚴重受傷幾乎中斷運動生涯, 但最後克
服萬難,奇蹟復出, 並於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
運會奪得銅牌, 殊為不易, 從過去10年郭婞
淳的奮鬥可看出她鍥而不捨的精神, 堪稱為
年輕人楷模。

台灣參加奧運會歷史已相當久遠, 早年

”亞洲鐵人”楊傳廣曾在1960年羅馬奧運
會上首為台灣奪得男子十項全能競賽銀牌,
“飛耀的羚羊” 紀政則在1968年的墨西哥
奧運會上再次為台灣贏得80公尺跨欄銅牌,
他們兩位都曾以公費到美國接受專業訓練有
成, 從此之後台灣在奧運會上的表現直不佳,
當時的自我安慰之詞就是:” 志在參加,不在
奪牌。” 所以一直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時,
才由蔡溫義以舉重舉出了一面銅牌, 後來又
由中華成棒隊在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上
贏得銀牌。

來自中國大陸的桌球好手陳靜則分別在
1996年亞特蘭大以及2000年雪梨奧運會為
台灣贏得銀牌與銅牌, 傳為佳話。 在2004年
雅典奧運則由陳詩欣與朱木炎連奪兩面跆拳
道金牌, 而陳葦綾與許淑淨也先後於2008年
北京奧運與2012年倫敦奧運奪得三面舉重
金牌。

郭婞淳今年再為中華隊奪下舉重金牌,
不但鼓舞了中華隊的士氣, 更讓舉重項目成
為中華台北隊的強項, 相信以後舉重人才必
然輩出而給台灣在奧運會上帶來新希望！

李著華觀點︰舉出奇蹟-郭婞淳以雙臂為台灣撐起金牌

厄瓜多司法部門發出判決，厄瓜多法院
在星期一裁定，撤銷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
‧亞桑傑(Julian Assange)的公民身份 。

CNN報導，2017年12月，厄瓜多當時
的總統莫雷諾(Lenín Moreno)給予亞桑傑厄
瓜多公民身分，不過法院在星期一決定取消
。對此，亞桑傑在厄瓜多的律師卡洛斯·波
韋達(Carlos Poveda)表示，將會對這項裁決

提出上訴。
亞桑傑是澳洲，在庇護身份的保護下，

於倫敦的厄瓜多大使館躲藏了近7年，避免
被引渡到瑞典。

他最終於 2019 年被倫敦警察逮捕，罪
名是 「逃避保釋指控」 ，並依據美國司法部
的引渡令，美國提出的罪名是 「謀竊軍事機
密」 。

亞桑傑落得如此卜場，與他不安分守己
有關。外交部長何塞·瓦倫西亞(José Valen-
cia)和時任內政部長瑪麗亞·保拉·羅莫
(María Paula Romo)指責亞桑傑，在狹窄的
大使館走廊周圍騎摩托車，侮辱工作人員，
甚至在牆上塗抹糞便。

厄瓜多政府也對亞桑傑公開支持西班牙
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感到惱火，厄瓜多政
府可不希望為了他而損害與西班牙的關係。

亞桑傑目前因違反保釋條件而被英國拘
留，不過今年 1 月，一名英國法官拒絕了華
盛頓將亞桑傑引渡到美國的請求，原因是他
的心理健康可能不合適，引渡可能會有不良
影響 。

厄瓜多法院撤銷維基解密創始人 亞桑傑公民身分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28日報導，印
度正建設邊境鐵路，連結該國與中國大陸、尼泊爾
和不丹接壤，曾發生多次邊境衝突的錫金省（Sik-
kim）；不過專家警告，相關工程可能加劇當地發
生山崩和其他自然災害的風險，對大量居民的生命
構成威脅。

根據報導，印度2009年起開始建設連接西孟
加拉省石福（Sevoke）和錫金省蘭浦（Rangpo）
的山地鐵路，且未來還有意進一步延伸至錫金邦首
府甘托克（Gangtok）。印度此舉不僅將錫金省納
入該國鐵路網、促進當地觀光等產業，更意在加強
於該區域的運輸能力，以便在緊急時能讓部隊迅速
增援乃堆拉山口（Nathu-La Pass）等邊境要點。

不過西孟加拉省地理研究者帕若堤（Jatish-
war Bharati）指出，該區域的岩層仍十分年輕，加
上地震頻仍，開鑿隧道、重型工程車輛移動等行為

造成的震動，都可能進一步加劇當地地質的不穩定
；不僅可能如上個月一般，在工程進行時直接發生
坍塌，更會加劇當地於季風季節大雨來襲時，發生
山崩和其他自然災害的風險。

非政府組織 「南亞水壩河流及民眾網路」
（SANDRP）成員德卡（Himanshu Thakkar）也告
訴 「半島電視台」 ，爆破、開鑿隧道和山壁、修築
道路與城鎮等行為，都會提高該區域發生自然災害
的風險，而印度政府並未在啟動相關工程前進行任
何研究。

石福至蘭浦的山地鐵路工程包含14座隧道和
17座橋梁，位於西孟加拉省噶侖堡（Kalimpong）
區域的10號隧道，6月17日就曾發生過坍塌，造
成2名工人死亡、5人受傷；且季風帶來的暴雨，
本月8日才在西孟加拉省引發山崩等災害，位置與
最接近的工程施工處僅距離約3公里。

印將鐵路修往與中邊境 專家指出致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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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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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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單日新增病例首超6000例
15地區處於疫情“紅區”

綜合報導 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疫情持續惡化。哈全國17個州及直

轄市中的15個地區處於疫情風險等級“紅區”。

數據顯示，截至當日15時，該國過去24小時新冠肺炎病例和具有

新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肺炎病例新增確診逾6100

例，這是該國自去年3月發生疫情以來單日新增首次突破6000例，累計

確診病例超57.5萬例。

首都努爾蘇丹市長庫裏吉諾夫日前在介紹疫情形勢時表示，隔離限

製措施僅對臨時降低發病率增速有效，無法依靠其戰勝疫情。庫裏吉諾

夫強調，接種疫苗是戰勝疫情的唯一途徑。他表示，根據總統指示，市

政府將采取措施遏製疫情蔓延：未來將新增設100個移動醫療小組，為

新冠肺炎患者和密切接觸者提供居家醫療服務；保障藥品儲備，醫療機

構應儲備不少於2個月的藥品和個人防護用品；將繼續提高疫苗接種速

度，目前已在該市所有醫療機構及大型商場設立了疫苗接種點，並組建

完成了移動疫苗接種隊，方便民眾就近接種疫苗。據庫裏吉諾夫介紹，

目前全市已有超31.8萬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針對當前民眾疫苗接種情況，哈衛生部第一副部長肖拉諾夫表示，

截至22日，哈全國範圍內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者超500萬人，完成第二

劑疫苗接種人員超299萬人。肖拉諾夫對此表示，由於“德爾塔”變異

毒株在哈全境蔓延，當務之急須擴大適宜接種疫苗人群範圍，將不再設

置接種人員年齡上限，即所有超過18歲人員均可接種。

聯合國氣候主管
敦促發達國家兌現氣候資金承諾

綜合報導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於

呼籲二十國集團(G20)國家展現出必要的領導力，以實現氣候變化《巴黎

協定》的1.5攝氏度溫控目標。她特別敦促發達國家兌現其2020年前每

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千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秘書處設在德國波恩。作為其

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是聯合國系統內負責氣候事務的最高官員。她當

天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舉行的G20環境與能源部長會議致辭時做出上述

表示。

埃斯皮諾薩表示，G20國家占全球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80%，1.5攝

氏度目標若離開G20將寸步難行。她呼籲G20國家展現領導力，拿出更

具雄心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埃斯皮諾薩尤其敦促發達國家兌現其在2020年前每年為發展中國家

提供一千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她指出，這是一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

框架公約進程中作出的承諾，距今已有十余年。她表示，“現在是時候

兌現了。如果這些國家今天都不能兌現其過去的承諾，我們又如何能指

望它們未來作出更具雄心的氣候承諾？”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延期

後，將於今年11月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埃斯皮諾薩呼籲各國政府在氣

候談判進程中仍存在分歧的領域達成共識，這些領域包括《巴黎協定》

第六條涉及碳市場的部分、氣候行動透明度、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等。

埃斯皮諾薩強調，要想完整地履行《巴黎協定》，上述各領域的問

題都必須得到解決，“我們已經用了5年時間去解決《巴黎協定》的履

約問題，時間正在耗盡。我希望各方來到COP26時，是帶著成功的決心

來的”。

意大利最新研究：
新冠病毒2019年10月就已在歐洲傳播？

綜合報導 意大利研究機構的最新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於 2019 年

10 月就已出現在意大利，但目前尚

無定論。

據報道，米蘭癌癥研究中心——國

家腫瘤研究所(Istituto Nazionale Tumori)

的科學家們在當地時間19日發表的一篇

新論文中寫道，兩個實驗室對新冠疫情

暴發前采集的少量血液樣本進行了重新

檢測。結果表明，存在通常會在新冠病

毒感染後觀察到的抗體。

研究人員之一喬瓦尼· 阿波隆表示：

“這次重新檢測的結果似乎表明，我們

之前報告的無癥狀患者的情況，是這種

病毒很早就在意大利傳播的一個可信的

信號。”

他進一步解釋道：“如果這一點被

證實，這將可以解釋2020年，在意大利

觀察到的有癥狀病例激增的現象。新型

冠狀病毒或更早的版本，已經悄無聲息

地在傳播”。

據報道，意大利研究人員最初在新

冠大流行前篩查了959名肺癌患者。2020

年，他們再次測試了這些樣本，尋找與

冠狀病毒相關的抗體，並表示他們發現

了感染的痕跡。

應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意大利錫

耶納的VisMederi實驗室和荷蘭伊拉斯姆

斯大學的世衛組織附屬機構對這些樣本

進行了重新檢測。

伊拉斯姆斯大學病毒學負責人馬裏

恩· 庫普曼斯表示，這些新結果“很有

趣”。但同時她也警告道，雖然有一些

抗體的證據，但根據該校的嚴格標準，

沒有一個樣本提供了先前感染新冠的確

鑿證據。

“我們使用了一個相當嚴格的閾

值，不能排除一些觀察到的反應是真實

的”，她說：“但是，為了確認早期循

環，我們建議對不明原因疾病患者進行

病毒學確認研究。”

實驗室重新檢測了29份意大利原始

樣本，其中一些呈陽性，一些呈陰性，

以及2018年的29份對照病例。

從測試中，科學家們發現3個樣本

的冠狀病毒相關抗體IgM呈陽性，這通

常是近期感染的跡象。其中，最早一份

樣本是在2019年10月10日收集的。2020

年2月5日的樣本，也顯示中和抗體呈陽

性。但沒有一個樣本含有的抗體含量水

平可以達到能夠被視為感染新冠病毒的

證據。

意大利研究人員之一索齊認為，在

新冠大流行前，病毒可能沒有那麼強的

侵略性或傳染性，這使得“盡管有發現

‘假陽性’病例的風險，但仍有必要使

用高度敏感的測試”。

庫普曼斯說，伊拉斯姆斯大學的嚴

格標準是必要的，以最終說明大流行是

否比目前認為的更早開始。“這並不意

味著不可能”。

《金融時報》指出，意大利的這篇

論文尚未經過同行評審，沒有回答新冠

病毒起源的問題，但這些發現可能會引

發關於在2019年12月武漢出現首例確診

病例之前，新冠病毒是在意大利還是其

他地方傳播的辯論。

世衛組織表示，結果凸顯了從2019

年開始對樣本進行抗體檢測的挑戰。

“感謝”試圖推進有關新冠起源問題的

科學家。

希臘新冠感染者集中年齡發生變化
未打疫苗者恐100%感染？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854例新冠確診病例，目前

累計確診471894例。新增死亡7例，累計

死亡12882例。

新冠感染者集中年齡發生變化
衛生系統或面臨更大壓力
當地時間7月22日晚，希臘議會通過

了對衛生和護理人員強製接種新冠疫苗的

修正案。同時，政府也註意到，過去一周

新冠感染者的集中年齡，從20至25歲向

40至60歲的人群轉變。

根據希臘政府衛生專家委員會成員瓦

娜· 帕帕凡吉魯22日提供的數據，上周超

過40歲的人群中確診病例的比例顯著增加

，幾乎占新增病例的30%。

伴隨著新增病例人數激增的是住院人

數的不斷增長。帕帕凡吉魯說，僅僅幾周

內醫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數已經超過

1000人，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將導致

國家衛生系統面臨新的壓力。

新限製措施實施
超4500名乘客登船受阻
希臘海事與島嶼政策部部長吉安尼

斯· 普拉基奧塔基斯23日表示，自從新的

限製措施實施後，上

周共有超過4500名乘

客由於缺乏所需文件

而在登船時被拒。為

了確保登船文件的檢

查工作得以全面實行

，希臘政府指派海岸

警衛隊接管對旅客的

登船文件檢查工作，

加大檢查力度。

普拉基奧塔基斯說：“海岸警衛隊官員

的檢查非常嚴格，而且執行力度快速、高效

。但令人遺憾的是，過去一周有超過4500人

因為缺乏相關證明而在登船時被攔截。”

根據希臘當局最新的旅行限製措施，

所有乘船前往島嶼乘客，登船時都必須持

有疫苗接種證明或新冠康復證明，或72小

時內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亦或是48小時

內快速檢測的陰性證明。

由於此項規定會造成大批旅客排隊候

船的情況出現，希臘海岸警衛隊特別敦促

旅客至少比渡輪出發時間提前一個半小時

到達碼頭。

第四波疫情來襲
未接種疫苗者恐100%感染

當地時間23日，克裏特大學肺病學教

授尼克斯· 紮納基斯表示，在克裏特島和

南愛琴海等地區，德爾塔新冠變異病毒的

感染率占新感染病例的95%，而在整個希

臘，這一比例平均超過75%。

他說，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接種疫

苗的人群和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之間存在顯

著的差異。他表示：“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群感染德爾塔變異病毒的概率為100%，嚴

重的話會導致需要插管治療甚至死亡”。

他還指出，目前住院患者中僅有2%到

5%的人已經接種了疫苗，人們有責任通過

接種疫苗和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來保護免疫

力低的人群。

此外，根據預測，從7月底到8月初，每

天大約會有300名新增的患者住院，病床使用

率大概為50-60%，醫院將面臨不小的壓力。

德國疫情反彈持續
專家警告稱返程輸入病例或擡升疫情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

24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指數延續

多日來的反彈趨勢。世界醫學

協會主席弗蘭克· 蒙哥馬利當天

警告稱，由於大批年輕人未完

全接種疫苗便前往西班牙和意

大利等國旅行，從上述國家返

程輸入德國的病例恐將顯著擡

升該國國內疫情。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

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和新增

死亡人數分別為1919人、28人，

截至當天累計確診3754511人、

累計死亡91520人。德國官方用

於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重要指標

“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

診數”當天升至13.6。這一指數

曾於7月6日達到今年來的低點

——4.9，但其後持續反彈至今。

目前，德國已接種8900萬劑次疫

苗，共有40816711人實現完全接種

，占該國總人口數的49.1?%。

目前，德國已進入“夏休”

階段，人們紛紛外出度假。這

一方面帶動了飽受疫情打擊的

航空旅客業復蘇，例如7月23

日當天，柏林新機場自2020年

10月啟用以來首度實現單日客

流量超過5萬人次；另一方面

亦因西班牙馬略卡島等德國熱

門旅遊地疫情激增而引發關於

輸入性病例的擔憂。

針對德國疫情後續發展，

德國籍的世界醫學協會主席弗

蘭克· 蒙哥馬利當天接受德媒采

訪時發出前述警告。他呼籲當

局對那些未完全接種疫苗的返

程旅客采取更為嚴厲的隔離措

施，同時繼續執行各項防疫措

施，以避免可能暴發的第四波

疫情達到“海嘯”般的規模。

德國社民黨籍公共衛生專家

勞特巴赫當天亦呼籲德國社會保

持警覺。他指出，目前德國尚未

實現群體免疫，因此他建議迪廳

這樣的人員密集型娛樂場所僅向

已完全接種疫苗者、感染過新冠

病毒後已完全康復者、進行過新

冠檢測者開放，或者至少應當要

求入場者全部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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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27日造訪國家情報總監辦
公室，並向情報人員發表談話，強調中國與
俄羅斯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日益升高
，並警告嚴重的網路攻擊可能導致大國間的
「真槍實彈的戰爭」 。拜登也提醒，俄國已
開始介入明年底的美國期中選舉。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管理17個情報單位
，這是拜登就任半年來首度對情報圈發表演
說。他對在場120名情治人員代表致謝，強
調不會對他們施加政治影響。

在川普總統任內，情報部門與白宮關係
緊繃，川普對情報機構所提，俄國幹預2016
大選以助他勝出的說法不滿。美國之音分析
，拜登此番與情治人員會面，部分目的是為
顯示他與情報圈的關係，將和川普明顯不同
。

拜登在談話中點出網攻對現實世界造成
的影響和破壞， 「如果我們最後與一個大國
陷入戰爭，一場真正的對戰，那會是因為嚴
重網路入侵所造成。」

年初美國企業遭網攻，殃及部分能源與
食品供應。拜登上月與俄總統普丁在瑞士會
談時，曾提出一份關鍵基礎設施清單，指這
些設施應該是網攻禁區。美國政府日前指控
中國駭入微軟電子郵件系統，並稱10年來中
國多次對美天然氣管道網路發動網攻。

儘管拜登警告中俄網攻風險，但他也提
到，美國需要與這兩國在因應氣候變遷帶來
的風險上通力合作。

拜登說，美國與情報單位面臨的其他安
全威脅，包括假訊息。他爆料稱，情報單位
為他準備的總統每日簡報中指出，俄國正散
播有關2022年大選的假訊息，這是 「干涉
我國主權」 。由於每日簡報屬高度機密，拜
登公開談論令人意外。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高級研究
員哈丁女士認為，拜登此舉 「是很好的提醒
，表示俄羅斯持續為之，且目前未發生任何
事說服他們別這樣做。」

拜登與情報機構面對面 強調中俄對美國安威脅升高

一名前美國空軍無人機分析員，在親眼
目睹無人機對平民造成的傷亡影響後，決定
反對軍方使用無人機，刻意洩露機密消息，
現被被判處 45 個月監禁。

軍事網(Military.com)報導，美國地方法
官歐格雷迪 (Liam O'Grady) 在星期二判決前
美國空軍情報分析員丹尼爾·哈爾 (Daniel
Hale) 違反了情報法，他坦承向記者洩露機
密消息，以阻止無人機的使用。

哈爾在2009~2013年間派駐伊拉克巴格
拉姆空軍基地(Bagram AFB)，他的專業是追
踪手機信號，以尋找敵方戰鬥人員位置。他
於 2013 年退伍，之後決定把服役期間的見
聞傳給一名身份不明的記者。

2014 ~2015年間，他任務在美國國家
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
ligence Agency)擔任簽約分析師，仍然經手
重要戰場文件。他也透過這些文件，戳破美
國軍方聲稱 「無人機將平民安危放在優先」
的說法，其實軍方一向是任務優先比。

哈爾在自我答辯書中談到，他在從事情
報工作看到太多平民的附帶傷亡，心中的罪
惡感變成抑鬱症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哈爾寫道： 「我沒有一天不質疑我行為

的正當性....我究竟能做些什麼，來彌補我犯
下的這些殘忍行為？」

然而，檢方則稱，哈爾所洩之機密被
ISIS集團所用，危及反恐戰爭軍事戰術行動
。

法官歐格雷迪認為說： 「哈爾不是因為
公開談論無人機計劃，或是批評美軍殺害無
辜者而被起訴，他犯的錯是把機密文件公開
。」

不過，聲援哈爾的前美空軍技術中士莉
莎‧林( Lisa Ling) 告訴軍事網，除非美國政
府能夠保護舉報人，以及面對波及平民的傷
亡問題，否則還會有類似的洩密事件。她也
是一名反對無人機攻擊的軍人，於2012年
退伍，並在2016年的紀錄片 「國鳥」 (Na-
tional Bird)中提到無人機的附帶傷亡。

她補充說： 「這幾年，許多看不下去的
洩密者，很多人都參與或接觸了無人機計劃
，其中也包括史諾登。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我們不面對無人機計劃？我們為什麼反過來
對告密者判罪？」

美軍無人機分析員羞愧平民傷亡而洩露機密 遭判3年9月
美國德州最大城休士頓的外港拉波特(La Porte)一處化工園區發生化學洩漏事故，大約10萬磅(45公

噸)的醋酸氣體被釋放到環境，造成2人死亡、30人住院。
事件發生在周二晚間約7點30分，拉波特化工園區的萊德貝斯爾化工公司( LyondellBasell)發生氣體

外洩造成的大規模傷亡事件，兩人被確認死亡，30 人住院治療。
據該公司和當地消防局的說法，現場2人因過於近距離曝露大量醋酸而呼吸道灼傷而死亡，另外 30

也因呼吸系統問題必須住院治療，其中4人較為嚴重，1人列入燒傷，其餘人則是呼吸系統並發症。
2名死者是工廠外包工人，官員們還沒有公佈身份。至於洩漏的原因仍不清楚，還需後續調查。

美國德州化工廠醋酸氣外洩 造成2死30傷

美軍《星條旗報》（Stars and Stripes）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27日承認，部
分亞裔美國人近幾個月確實遭受 「不可接受的歧視」 ，但強調美國 「願意承認自己的缺陷」 ，並與公眾
合作努力加以改善，而不是在政府主導下掩蓋真相。

奧斯汀27日在訪問新加坡期間，出席由英國智庫 「國際戰略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舉辦的 「富麗敦論壇」 （Fullerton Lecture）。他在該論壇中發表演說，稱美國

的民主價值觀並不容易實現，且美國也
「並非總是正確的」 ，如部分亞裔美國人

和來自美國太平洋海外領土的公民，便在
近幾個月持續受到歧視。加州州立大學
「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先
前提出報告，稱2021年美國16座主要城
市的反亞裔仇恨犯罪案件數量大幅增加，
較2020年同期上升達145%；而根據美國
警方的資料，波士頓的亞裔仇恨犯罪數量
增加60%、洛杉磯80%，紐約市則高達
262%，主因是亞裔民眾被與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爆發連結在一起。

奧斯汀表示，這些行為是 「不可接受的
」 ，是美國民主須承擔的 「痛苦錯誤」 ，
但他相信美國 「比這好得多」 。奧斯汀指
出，美國沒有試圖掩飾自己的錯誤，當民
主陷入困境時，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獲得這
些資訊，而不是被國家所掩蓋；他強調，
美國能藉此獲得自我糾正的能力，並努力
與盟友共同向更完美的聯盟邁進。如美國
總統拜登（Joe Biden）已於5月簽署法律
，希望遏止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

亞裔美國人受歧視國防部長承認了

美國和俄羅斯今天在日內瓦舉行新一輪
會談，旨在穩定兩國之間棘手的關係。

法新社報導，這是俄羅斯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和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月在
日內瓦首度面對面會談後，所展開的後續戰
略對話。這場會議閉門舉行，沒有開放媒體
採訪。

美俄代表團分別由美國副國務卿雪蔓
（Wendy Sherman）和俄國副外長雷雅布可
夫（Sergei Ryabkov）率領，預計將持續討
論一整天。

美俄都刻意淡化對會談的期待，預期這
次會議不會產生驚人結果，就跟6月16日舉

行的美俄峰會一樣。
這次會議將討論棘手的武器管制問題，

一週前出任主管武器管制暨國際安全事務國
務次卿的詹金斯（Bonnie Jenkins）也是美
國代表團的一員。

美國國務院表示： 「透過這次對話，我
們尋求為未來的武器管制和降低風險措施奠
定基礎。」

雷雅布可夫昨天告訴俄國新聞通訊社，
這場會議將讓莫斯科當局 「理解我們的美國
同儕有多認真希望，就戰略穩定建立有重點
且有活力對話」 。

但他說： 「我不會把期望設定太高。」

美俄日內瓦後續戰略對話 穩定兩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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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內地監管擴大 港股兩日插8%
“美禁投”傳聞添恐慌 市值蒸發兩個去年GDP

● 港股連續兩日跌逾千點，27日成交大
增至逾3,600億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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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多個不利傳聞打擊港股：市傳工信部
本周五將約談平板玻璃行業，市場擔

心內地對行業的監管範圍擴大；27日市場還流傳
美國可能會限制美國基金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投
資，並指美資基金正迅速沽貨離場，外資佔股比重
偏高的新經濟股首當其衝；此外，微信暫停個人賬
號新用戶註冊，騰訊指，微信的系統正進行技術升
級，其間暫停個人新賬號註冊，預計8月初完成升
級，並重新開放註冊申請。

憂監管範圍擴至醫療行業
上述消息令本已相當脆弱的投資者信心再度

潰散，新經濟股捱沽，騰訊再跌 9%，連同跌
17.7%的美團，以及跌6.4%的阿里巴巴，三大重磅
科技股合共蒸發9,000億元市值，已等於滙控27日
的總市值。

市場還擔心內地的監管範圍，繼房地產、教
育這影響國計民生的“兩座大山”之後，將推展至

第三座“大山”醫療行業，阿里健康大跌18.5%，
是表現最差藍籌，京東健康更插水22%。另外，
體育股受壓，李寧跌幅逾一成。

大市沽壓沉重，港股繼26日大跌1,129點後，
27日一度再跌逾1,400點，失守25,000點大關，見
去年11月4日以來低位，收跌1,105點或4.22%，
報25,086點，成交增大至破紀錄的3,606.7億元。
恒生科指曾跌一成，創面世後新低，收跌8%，兩
日累跌14.01%。恒指亦由今年高位下跌兩成，進
入技術熊市。過去兩日，港股共跌逾2,200點，累
跌8.18%，市值合共蒸發5.11萬億元，相當於1.9
個2020年的香港GDP。

彭博27日報道稱，美國或限制美國基金在香港
和中國內地的投資，導致美國基金近日大舉拋售香港
和中國內地資產，輝立證券及輝立資本管理董事黃瑋
傑表示，儘管傳言未經證實，但市場擔心外資大舉從
中資股流出，市場情緒因而受創。他指出，港股已跌
穿250天牛熊線，而恒指27日最低位，較2月盤中最

高位，已下跌了約20.6%，技術上已步入熊市，下一
步要看其他平均線會否陸續跌穿牛熊線，才可正式確
認。

後市料續尋底 暫宜守不宜攻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亦稱，目前正值

內地加強對多個行業的監管力度，相關板塊將繼續
受政策因素拖累，涉事板塊短期將“無運行”，而
悲觀氣氛亦已蔓延至整體大市，故27日有約1,600
隻股份下跌，且只要一有壞消息，都會令大市很敏
感。以走勢而言，他指恒指已跌至年內低位，250
天線亦告失守，意味後市或會反覆下沉，投資者現
水平宜守不宜攻，重貨者宜減磅為主。

不過，花旗則預料，在互聯網和科技行業的
監管收緊下，目前出現了大規模拋售潮，但同時認
為互聯網巨頭可能宣布新的股票回購計劃，或增加
現有的回購計劃的規模，以顯示管理層對公司基本
面的信心，這將有望提振投資者情緒。

內地監管風暴席

捲而來，27 日多

項不利消息繼續打

擊港股，恒指再瀉

逾 1,100 點，急挫 4.22%，收報 25,086

點，兩日累跌8.18%。市傳美國將限制基

金投資香港及中國內地，美資基金正清倉

離場，新經濟股現恐慌性拋售，個股血流

成河，跌幅逾一成的股份比比皆是。科指

暴瀉8%創歷史新低，大市成交增至破紀錄

的3,606.7 億元(港元，下同)。分析員指

出，港股已初步踏入熊市，投資策略需要

作出調整。花旗則料內地大型互聯網股或

開展回購計劃，以顯示管理層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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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監管風暴席捲而來，27日多項不利消息繼續打擊港股，恒指再瀉逾1,100點，急挫4.22%，收
報25,086點，兩日累跌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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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地監管政策所覆蓋的行業愈擴愈
大，市場擔心新政策陸續有來，多
家外資基金選擇沽售中概股以避免
風險。而港股27日破紀錄的3,607
億元成交，也絕非散戶所能做到，
印證有大戶狂沽。彭博27日報道
指，有美國科技股“女股神”之稱
的 Cathie Wood 正從中概股中抽
身，其持有的中概股倉位，已從2
月高位的8%大削至0.32%。

Cathie Wood 是基金 ARK In-
vestment的負責人，以往一直唱好
中概股，並且手持大量中資科技
股。但據該基金近期的交易數據顯
示，Cathie Wood在上周每天都拋
售所持的騰訊和貝殼找房股份。其
有關ETF已出清了對百度的持倉，
現僅持有134股騰訊。

數據顯示，隨着中國對部分領
域監管整頓力度加大，Wood也加
快了出售中概股的步伐。ARK In-
novation ETF管理的230億美元資
產中，在今年2月持有約8%的中概
股，但至今僅餘下 0.32%。Miller
Tabak + Co.首席市場策略師Matt
Maley 談到 Wood 沽售中資股時
說，中國下一步會怎麼做，存在太
多不確定性，故沽出是負責任做
法。

彭博統計，今年至今，在美
國、中國內地和香港上市的教育股
市值已累計蒸發逾1,260億美元。
摩根大通分析師DS Kim說，這些
股票幾乎變得無法投資。瑞銀財富
管理也因為政策風險，下調了中國
股市評級至“中性”，指內地的監
管整頓短期內似無緩和跡象，料新
經濟股調整未完。

不過，摩通則認為，隨着風險
消退，新興市場股票下半年將有更
好表現。該行的分析師團隊指出，

目前新興市場股票的風險回報率再次變得有
利。該行對發展中市場股票持“增持”看
法，進入下半年，可寄望新興市場相對於發
達市場會有更好的表現。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
股連續第二日有拋售，而每次市場都是通
過拋售將市場沽壓釋放，相信將有利港股
找到階段性底部，而短期跌勢有機會已進
入尋底尾聲。科網股方面，預計將出現分
化走勢，部分對於盈利沒有貢獻的股票，
或會繼續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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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由江蘇省疾控中心疫苗評價
所聯合復旦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科興

生物、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等多家單位合
作，論文預印本的題為《18-59歲健康成年
人接種克爾來福第三劑的免疫原性和安全
性，以及免疫持久性：雙盲、隨機、安慰劑
對照的Ⅱ期臨床試驗中期結果》。

受試者為18至59歲健康成人
據介紹，本次研究是單中心、雙盲、隨

機、安慰劑對照的科興新冠疫苗Ⅱ期臨床研
究，於2020年5月3日在中國江蘇啟動。受
試者為18歲-59歲的健康成人，共271人納
入最終分析。入組受試者被劃分為四個免疫
程序組（第1組-第4組）：第1組在第0，
14，42天各接種1劑科興疫苗；第2組在第
0，14，254天各接種1劑科興疫苗；第3組
在第0，28，56天各接種1劑科興疫苗；第4
組在第0，28，268天各接種1劑科興疫苗。
各組受試者的平均年齡為44.1歲、40.8歲、
41.2歲、42.2歲。女性（53.8%）略多於男
性。

免疫原性分析顯示，四個免疫程序組在

第二或第三劑接種後28天中和抗體陽性率均
在90%以上。安全性分析顯示，在各個免疫
程序組中，第三劑後28天內報告的局部和全
身不良反應略低於前兩劑，均為1級2級不
良反應，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注射部位疼
痛。未報告嚴重不良反應。

中和抗體滴度增3倍至5倍
該研究結果也表明，儘管6個月後中和

抗體水平下降，但兩劑疫苗免疫程序產生了
良好的免疫記憶，接種第三劑後能夠迅速誘
導強烈的免疫反應，中和抗體滴度顯著提
高，接種第三劑後28天中和抗體滴度比第二
劑後28天中和抗體滴度增加了3倍至5倍，
且第三劑與第二劑間隔時間越長，增長倍數
越高。

該論文討論部分作者表示，儘管第三劑
接種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制定和實施加強
方案應綜合考慮當地的疾病流行情況、感染
風險、疫苗供應等相關因素。根據當前形
勢，從中短期來看，與加強劑次接種相比，
確保更多的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應該是
更優先事項。

英國牛津大學新冠疫苗小組的發言人表示，
一些變異毒株已進化到可以避開人體部分免
疫反應，這意味着它們能更容易地感染那些
感染新冠病毒後痊癒或接種過疫苗的人。然
而病毒無法避開人體所有免疫反應。打加強
針是有幫助的，因為這能使變異毒株無法避
開的部分免疫反應得以增強。

美國輝瑞製藥有限公司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
司7月8日發表聯合聲明稱，注射輝瑞疫苗
（BNT162b2）第三劑加強針有望幫助人體
提高對包括德爾塔毒株在內的多種變異新冠
病毒的抵禦能力。

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副總裁張雲濤表示，目前
觀察到疫苗的保護持久性在半年左右，中和
抗體的持久性也在半年左右，後續國藥在臨
床設計過程中也設計了加強針接種，觀察抗
體的持久性和保護力水平。

上海疾控中心免疫規劃所原主管醫師陶黎納
建議，將要前往疫情流行較廣地區的出國人
員、會有病毒曝露風險的一線防疫人員，可
以考慮接種加強針。

美國疾控中心、美食品和藥物管理局7月8日
聯合發布聲明說，已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美
國人當下沒必要接種第三劑，但如果科學證
明確實需要加強針，這兩個部門也“已作好
準備”。隨後，歐洲藥品管理局也發文稱，
現在判斷是否以及何時需接種第三劑疫苗還
“為時過早”。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
福奇7月11日表示，鑒於目前所掌握的數據和
信息，我們沒必要為民眾接種第三劑新冠疫
苗。關於是否以及何時應當打加強針，現在正
開展多項研究。

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表示，現在其
實一切都在研究之中，目前為止得到的一些數
據，還不足以馬上進行疫苗接種的加強，現在
看到的是疫苗仍然具有保護作用。

世界衞生組織表示，目前沒有足夠證據表明需要
接種第三劑疫苗。美國輝瑞等製藥公司應專注於
為沒有機會獲得第一劑疫苗的國家提供疫苗，而
不是為富裕國家已接種疫苗者打加強針供應疫
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至112例，並
蔓延至5省8市。南京官方27日首次證實，
此輪疫情的毒株性質為新冠病毒變異毒株
德爾塔（Delta），同時進一步升級疫情防
控措施，包括嚴格管控小區和自然村出
入，減少聚餐等聚集活動，並對此輪疫情
爆發點祿口機場及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全面
封閉管理。

據南京市衞健委副主任楊大鎖通報，7月
26日0-24時，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31例，其中7例為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
病例。截至7月26日24時，全市累計報告本
土確診病例106例（其中66例為輕型，38例
為普通型，2例為重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6例。

同時，此輪疫情的傳播鏈不斷延長。除
南京本地感染者迅速增加外，目前已擴散至
江蘇省宿遷市、安徽省馬鞍山市和縣、安徽
省蕪湖市、四川省綿陽市、廣東省中山市、
廣東省珠海市、遼寧省大連市、遼寧省瀋陽
市。

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潔在27日召
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首次證實，從已經完成的
病例基因測序來看，結果顯示為德爾塔毒
株。她表示，近期病例報告增幅較大，主要
原因是此輪疫情發生的場所特殊，導致傳播
面進一步擴大，同時引發疫情的毒株傳播能

力強，傳播速度快。
針對此次南京疫情的來源，中國工程院

院士張伯禮早前接受採訪時表示，祿口機場
是國際機場，很有可能是通過冷鏈運輸或人
員傳播導致。他強調，此次疫情說明南京祿
口機場存在漏洞，可能在垃圾處理、機場清
掃、貨倉清掃等方面存在不嚴謹的地方，需
要更細緻地排查以堵住漏洞。南京市27日發
出新一輪通稿，要求所有小區和自然村也全
面實行出入嚴格管控，設置出入管控口並實
行24小時值班，非居住本小區（自然村）的
中高風險地區人員一律不得進入小區，其他
非本小區（自然村）人員和車輛一律嚴控。
快遞、外賣人員一律不得進入小區（自然
村），由業主到指定地點自行領取。

同時決定對祿口機場及相關工作人員進
行全面封閉管理，對駐場單位人員進行疏
散、集中隔離。自27日下午6時起，祿口機
場周邊的祿口街道圍合區域內，所有機關單
位、辦公樓宇、經營單位、居住點出入口實
行24小時值守，人員進出嚴格執行測溫、驗
碼、戴口罩、一米以上間隔等防控措施。圍
合區域之外所有外賣、快遞、投遞等一律不
得進入圍合區域。

此外，南京市還要求非必要不開展大型線
下活動，倡導喜事緩辦、喪事簡辦，並減少聚
餐，實行分餐制，暫停KTV、電影院等密閉場
所營業，暫停培訓機構（含託管）線下服務。

南京疫情蔓延至5省8市
病毒株證實為Delta

中美官員會見6小時
冀更多開誠布公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7日在
記者會上透露，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今次訪華只停
留了24個小時，但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與其會見、
謝鋒副部長與其會談的時間加起來有6個小時。在會
見會談中，中方清晰地表明了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看
法，認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嚴重困難和挑戰，下步是
走向衝突對抗還是得到改善發展，這是一個巨大的問
號。美方需要認真思考和作出正確選擇。

趙立堅說，美方在此次訪問中說要“負責任地管
理雙邊關係”，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對美方提出有效
管控分歧、防止中美關係失控的三點基本要求，也是
中方堅守的三條底線。第一，美國不得挑戰、詆毀甚
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第二，美
國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第三，美
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更不得破壞中國領土完
整。

美方還提出要為兩國關係設立“護欄”，中方強
調為中美關係設立行為規範必須由雙方商定，必須遵
循平等互利原則，必須以維護雙方利益為導向，必須
對雙方都有約束力，而不能是美國單方面給中國設立
行為邊界。趙立堅說，外交中，有分歧和交鋒不足為
奇。雙方都認為會見會談是坦率、深入、建設性的，
都認為中美保持溝通非常重要，雙方需要開展更多開
誠布公的對話。
在回應“中方如何展望此次訪問後的中美關係”

時，趙立堅表示，中美關係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中
方的態度非常明確，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表示，雙方
應通過對話找到一條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
階段的兩個大國和平共處乃至互利共贏之道。“解鈴
還須繫鈴人”，我們希望美方改弦易轍，選擇與中方
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競爭，和平共處。一個健
康穩定的中美關係對兩國是好事，對世界也是福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贊同或認為有必要 認為目前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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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劑科興疫苗接種後
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
全性。圖為早前一名男子
在江蘇接種滅活疫苗。

資料圖片

多個機構公布II期臨床中期結果 倡中短期優先接種兩劑

打科興第三劑
抗體水平顯著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國產新冠疫苗的首個加強針II

期臨床試驗結果日前公布，內地多個機構聯

合針對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福進行的第三劑免

疫原性和安全性，以及免疫持久性結果日前已上

傳至預印本論文平台。試驗結果顯示，接種兩劑

科興新冠滅活疫苗後可產生良好的免疫記憶，

在接種第二劑後的第28天至6個月接種第三劑

後，中和抗體水平顯著高於基線水平，未出

現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研究結果表明，接

種兩劑科興疫苗後具有良好的免疫原

性，且能夠誘導機體產生免疫記憶，

第三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具有良好

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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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国青年观察

一座城送别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是英雄，是这座城市的偶像。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长沙因
病逝世。消息传出，全网一片悲恸，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悼念。在长沙，人们走上街头，前往殡仪馆，用自己
的方式缅怀袁隆平院士，长沙的花甚至都卖断了货。在送别的人群里，随处可见青年的身影甚至更小的少年。在
他们眼中，袁隆平院士就是他们的偶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80后”“90后”“00后”被贴上许多标签，社会在担心他们的偶像观会沦为英雄虚无主义。
但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家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越来越多的青年会以英雄为偶像。只不过

对英雄的定义更加广泛，可能是袁隆平、钟南山这样的“国士”，也可能是张定宇、张文宏这样的抗疫先锋，还可
能是陈红军、陈祥榕这样为国捐躯的战士，甚至那些见义勇为，为他人提供帮助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是英雄，是偶像。
事实证明，青年们擅长在当今社会发掘闪光的偶像。人类群星闪耀古今，对青年来说，最好的偶像就在当下。

今天我们该追什么样的偶像？
本报记者 张一琪

4月19日至24日，受湖北省襄阳市邀请，首批辽宁、宁夏、福建援襄医疗队队员回到襄阳进行疗休养。图为
医疗队员在参观展览。 郭伏才摄 （人民视觉）

谁是偶像谁是偶像

说起偶像、追星，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娱乐明星。曾经有一项
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的偶像中，歌星影星的比例高达56.2%；其次
是体育明星占比 8.4%；其他的则是商界成功人士、政界成功人士、
学者或作家、父母长辈、电影电视或小说中人物等。不仅仅是中国，
许多发达国家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影视、体育明星明显占优势
比例。

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
“次级情感依赖”。即青少年在成年之前，其情感要逐步摆脱对父
母的依恋，从而会不自觉地寻觅现实社会关系比较遥远而在心理
上比较亲密的对象，这也是多数青少年认为比较安全的一种
方式。

据北京大学研究员靳戈介绍，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集中在
中学、大学年龄段人群中，随着他们心理的成熟，大部分人的这
一现象将会消退。“但是也有一些青少年产生认知偏差，盲目甚
至疯狂追逐偶像，从而导致心理疾病，甚至做出一些疯狂举
动。”靳戈说。

随着社交媒体的推广使用，“粉丝经济”“饭圈”“爱豆”等
成为追星的代名词。但令人担忧的是，“粉丝”之间可能产生摩
擦，为偶像做许多疯狂举动的事件和报道越来越多地见诸网络。
这导致很多负面效应，比如过多的占用公共资源，影响正常秩
序，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等。

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很多青年不再只是把娱乐
明星作为偶像，开始关注更多的人。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这四位英雄的名字是值
得每个中国人铭记的。小巩有幸在今年单位组织的培训中听到这
四位英雄的战友做的报告。“当得知是边防战士来做报告的时
候，大家就很激动。”小巩向记者描述着当时的情景，“战士走进
会场，好多人包括我马上就哭了，全程都是眼含热泪。报告会结
束，所有人起立鼓掌，战士绕场接受所有人的敬意。”

曾经的小巩也是一个追星少女，喜欢歌星、影星，但是现在她
更崇拜那些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默默付出和奉献的英雄人物。

“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都是平凡的人，却做着不平凡的事。讲座结
束后，我真的是热血沸腾，立志要好好工作，为国家、社会多做贡
献。”小巩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小巩一样，选择崇拜英雄。尤其
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看到钟南山院士在高铁上闭目
休息的照片，看到4万多医务人员逆行驰援武汉、湖北，看到冰
天雪地里依旧坚持在防疫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青年们纷纷在
社交媒体点赞、评论，把他们视为偶像。

多元化成为趋势多元化成为趋势

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让陈延年、陈乔年两位革命
先烈为大众熟知。陈延年乱刃加身亦宁死不跪，陈乔年慨然赴
死，却喊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网友们看到电视剧中他们赴死的最后场景，不禁潸然泪下。

今年清明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陈乔年墓前多了许
多鲜花。“七一”前后，安徽合肥延乔路牌下摆满了鲜花，许多
是外地网友通过网购送来的。“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网友评
论获得了无数的点赞。

小杨很钦佩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他们那么年轻却那么
无畏，为国家和人民而牺牲，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小杨今年参
加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体会特别深刻。

“关于一些战役，书上的几句话、几段话，在当时可能有成
千上万人牺牲。”小杨讲述着自己的体会：比如辽沈战役中的塔
山阻击战，这是攻打锦州的关键一战。从书上只是得知阻击战意

义重大、战况惨烈。但这一场阻击战异常艰苦，解放军战士英勇
无畏，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有的团最后只剩几十人。“当了解
到更多的内容之后，我才明白什么是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些牺
牲的烈士才是我应该崇拜的偶像。”

小李是高校辅导员，从学生到辅导员，身份的转换让她对青
年人偶像观的变化有更直观的感受。“之前我也是追星的青年，
但现在更钦佩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人。”小李告
诉记者，“现在的学生也变得很理性。就以我所在的法学院为
例，很多学生选择法律专业是受到邹碧华法官事迹的影响。”

邹碧华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是一名“学者型法
官”，在任期间为民办实事，积极推动司法改革，他的那句“做
一个有良心的法官”，成为很多后辈的座右铭。像邹碧华法官这
样涌现在各个领域的模范人物正逐渐成为青年人追逐的偶像。

“我想成为像三位女红军那样的人。”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党
支部副书记陈娟娟说出了自己的榜样。沙洲村是红军长征路上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的地方。
刚来沙洲村的时候，陈娟娟只是知道“半条被子”故事。但

随着工作的深入，她体会到故事主人公——三位女红军身上为民
着想、始终和人民在一起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和信念，“就是要把
人民群众放在心尖尖上。”这成为她在沙洲村工作的动力。

靳戈表示，现代青年人虽然还是会喜欢歌星、影星，但这不是
他们的唯一偶像。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增加和阅历丰富，他们的偶
像变得更加多元，革命先烈、行业先锋都有可能是新的偶像，“共
和国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等先进模范成了很多青年人偶像。

努力成为偶像那样的人努力成为偶像那样的人

康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
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云，二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
德律。

不论是革命先烈，还是英雄模范，他们已经成为青年“心中崇
高的道德律”，接下来就需要将这“道德律”付诸实践。

偶像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追逐，而是要努力成为像偶像一样的

人。现在小杨遇到一些坎坷的时候，他会去看书或者观看一些影视
资料，感受革命先烈的精神力量，“看完之后，不一定是‘满血复
活’，但至少没有那么心灰意懒。”

前一段时间，小杨负责一个项目，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工作，但效
率却一直不高。有一天，我忙活了一整天，却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心
情差极了。”当时正在追《觉醒年代》的小杨刚好看到陈独秀、李大钊
宣誓的那一段，那个画面感染了小杨，“看完之后觉得心情好了许多，
又有了力量，第二天又积极地开始联系和沟通，努力把项目推下去。”

不只是小杨，小巩、小李、陈娟娟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经
过了新冠肺炎疫情，英雄变得更加具象化，自己身边的人都可以
是英雄、榜样，可以成为偶像。那自己就可以成为像偶像一样
的人。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梅双手贴满止痛膏药，让
无数人心疼不已。张桂梅扎根大山数十年，坚持教育扶贫，创办
华坪女高，让大山里的女孩子都能读书。即使病魔缠身，她也永
不放弃。在她眼里，学生比自己重要，学生的事永远是第一位的。从
2008年华坪女高成立至今，累计让近2000名女孩考上大学，学校本
科上线率、一本上线率稳居云南省丽江市前茅。“眼里有爱，心中有
光”“她当得起伟大二字”“她彻底燃烧了最好的年华，点燃了一盏
希望的灯”……青年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着对张桂梅的敬意，张桂
梅就是青年人的偶像。

“作为高校辅导员，我更要向张桂梅校长学习。”小李坚定地
说，希望能像张桂梅一样，为学生服务好，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现在青年追星、追偶像有一种新的趋势，从‘因为伟大，
所以崇拜’到‘为我所用，所以关注’。偶像不再是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而是转化为能够指导生活和工作的力量。”靳戈
表示。

在青年人确立偶像、塑造偶像观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是巨大
的，媒体的社会责任是空前的。尤其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媒体
融合、分众传播已经成为大趋势。如果媒体不能理性、客观地对社
会进行观察，那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就容易陷入价值观的迷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赵云泽建议，社交媒体要避免过度
商业化，不能为‘粉丝经济’等消费文化推波助澜，没有底线。要切实
承担起‘把关人’的角色，多传播社会正能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偶像观，坚持正确的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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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辦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辦
警校學生參訪中國城警校學生參訪中國城

巡警指揮官巡警指揮官Mr.Mr.
David AngeloDavid Angelo致詞致詞。。

休士頓吉順分局休士頓吉順分局（（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
Station )Station )分局長華裔冼就斌致詞分局長華裔冼就斌致詞。。
他是該分局首位華裔分局長他是該分局首位華裔分局長。。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華人社團代表與警官們合影華人社團代表與警官們合影。。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SMSD )SMSD )
主席李雄致詞主席李雄致詞。。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SMSD )SMSD )執行董事李成純如執行董事李成純如
（（Alice Lee)Alice Lee) （（中中））致詞致詞。。

圖為警校師生等人合影於餐館前圖為警校師生等人合影於餐館前。。圖為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圖為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中中））
及其女婿呂振偉警官及其女婿呂振偉警官（（左左））及指揮官及指揮官DavidDavid
Angelo (Angelo (右右））在警民互動與交流活動後合影在警民互動與交流活動後合影。。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右右））也出席也出席
現場歡迎他們現場歡迎他們。（。（左左））為她的女婿呂振偉警官為她的女婿呂振偉警官。。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SMSD )SMSD ) 執行董事李成純執行董事李成純
如如（（Alice Lee )(Alice Lee )(中中））正在向警校學生講話正在向警校學生講話。。

休士頓警察學校師生下車休士頓警察學校師生下車，，進入進入「「呷哺小火呷哺小火
鍋鍋」」餐廳內餐廳內，，與休市中國城進行警民交流與休市中國城進行警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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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
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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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中秋嬋娟千里華誕晚宴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 哈裡斯縣書記特
內希亞·赫德斯佩斯被任命為2021-2022年執
行理事會秘書 國際政府官員協會（iGO）。
iGo 是政府官員的領先組織，通過教育、創新
和網路培養卓越的公共服務。上周在紐約市舉
行的2021年年會上，赫德斯佩斯書記被提名並
接受了這一任命。

"我很榮幸能在 iGO 任職，我期待著與執行
局其他傑出官員一起任職，"Hudspeth 職員說
。"這是一個瞭解該協會連接和培訓來自世界各
地的政府官員的偉大工作的好機會。

iGO 是一個協會，旨在通過促進網路、技

術創新、教育計劃和對影響縣記錄員、選舉官
員、司庫和辦事員的國家問題進行立法監督，
提供專業培訓和領導力發展，以便更好地為公
眾服務。

"今年會議的教育會議是巨大的，"書記員赫
德斯佩斯補充說。"我期待著為哈裡斯縣的選民
實施新的流程和更便捷的服務。

祝賀赫德斯佩斯書記員和2021-2022年
iGO執行局所有新成員。

有關哈裡斯縣書記處服務和更新的資訊，
請訪問 www.cclerk.hctx.net，或關注我們的社
交媒體@HarrisCoTXClerk。

哈裡斯縣書記被任命為國際政府官員 協會執行理事會秘書

哈裡斯縣書記特內希亞哈裡斯縣書記特內希亞··赫德斯佩斯在赫德斯佩斯在iGoiGo執行局的宣誓儀式上說執行局的宣誓儀式上說。。

為了更好的向社區民眾提供健保、福利的
申請及相關服務，光鹽社邀請了社安局公共事
務專員Andy Hardwick在2021年7月31日上
午10點到12點，為大家介紹社會安全福利，
包括生活補助金，社會安全殘障保險，紅藍卡
，退休福利等相關知識。此次講座將以線上
zoom會議的方式進行。

時間：7月31日（週六）上午10:00-12:
00

講員：社安局公共事務專員Andy Hard-
wick

主題：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SI），社
會安全殘障保險（SSDI），紅藍卡，退休福利
等。

ZOOM網上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
zoom.us/j/87946613123

或 者 電 話 撥 打 ： + 1 346 248 7799
（Houston）

會議號碼：879 4661 3123
本活動免費，講座英文，提供中文翻譯，

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參加。

社會安全福利專題講座（生活補助金，紅藍卡，退休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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