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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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COVID-19疫情復燃之際
，市長白思豪今天宣布上餐館、健
身房等室內場所將要出示疫苗接種
證明。紐約成為全美首座嘗試以疫
苗通行證拉高民眾接種意願的城市
。

這項仿效法國、義大利的計畫
將從16日開始實施，歷經數週過渡
期，預定9月13日當週起強制執行
。白思豪（Bill de Blasio）強調，計
畫用意是激勵更多民眾接種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

白思豪在記者會宣布新規定時
說： 「光顧這些室內場所的唯一方
式將是至少打過一劑疫苗。」

在傳染力更強的Delta變異病毒

株威脅下，紐約近幾週COVID-19
病例激增。根據官方數據，紐約市
約2/3成人已完整接種COVID-19疫
苗；部分區域疫苗接種率偏低，令
官員與專家憂心不已。

為提高COVID-19疫苗接種率
，白思豪上週提供打疫苗就能拿100
美元（約新台幣2790元）獎勵，並
要求市府員工接種疫苗，否則每週
都要接受病毒檢測。他昨天未強制
要求已接種疫苗者在公共室內場合
配戴口罩，理由之一是避免減少民
眾接種疫苗的誘因。

依 「 紐 約 市 之 鑰 」 通 行 證
（Key to NYC Pass）計畫，餐廳、
健身房、百老匯等娛樂及表演場所
員工及顧客必須出示COVID-19疫

苗接種證明，如實體卡片、紐約州
「精益求精」 數位通行證（Excelsi-

or Pass），病毒檢測陰性證明無效
。民眾上餐館如選擇在室外用餐，
不必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法國7月也宣布類似措施，民眾
光顧室內酒吧、餐廳及健身房須出
示COVID-19疫苗接種或病毒檢測
陰性證明。這項政策刺激數百萬人
預約接種疫苗，但也遭質疑侵犯個
人自由，法國多地近期示威不斷。

美國COVID-19疫苗供給無虞
，卻面臨疫苗質疑者堅持不打的難
題。白思豪強調疫苗是保護民眾與
確保經濟復甦的關鍵， 「如果你想
完整參與我們的社會，你就必須接
種疫苗。時候到了」 。

開全美先例 紐約餐廳需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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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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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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We, the investigators
appointed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a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by Governor
Andrew Cuomo conclude
that the Governor
engaged in conduct
constituting sexual
harassment under federal
and New York state law.”

This pronouncement
came after a months long
investigation that
concluded interviews with
179 people and the
review of 74,000
documents. The report
found Cuomo harassed
11 women including a

state employee and a
state trooper.

Cuomo said he was
totally innocent and
stated that he never
touched anyone
inappropriately or made
any inappropriate sexual
advances. He also
painted the investigation
as a political endeavor by
someone wanting to take
over his job.

This is a big los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many
ways. New York stat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ate
in America. Cuomo was
considered a rising star in
politics, but now is facing
the end of his career in
the political world.

0808//0404//20212021

Is This The End Of Cuomo'sIs This The End Of Cuomo's
Political Future?Political Future?

紐約州檢察長今天發佈正式調
查報告，確定州長柯蒙涉嫌性侵犯
，此項調查報告可能會終止州長的
政治生命。

経過近一個月之調查，紐約檢
討訪問了一百七七十九個証人，閱
讀過七萬四千份文件，最後確認他
對十一個婦女性侵，其中包括一名
紐約州女警官，並且對一名出來作
証的女人進行報復。

負責調查的檢察官金冏在文件
中結論，這非單一事件，而是整個
事件都有相關的証據。

過去一個月來，柯蒙州長一直
辯稱他的調查有政治動機，有人想
搶走他州長位職，他還堅稱，州長
是人民選出來，而不是政客來決定
。

我們要非常遺憾地指出，柯蒙
州長之性侵事件無疑是對民主黨陣
營的重大打擊，纽约州是美國最重
要的一州，從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
，也是民主黨長期執政，這次的調
查報告可能是柯蒙在政途上的最後
一程，真是可惜。

紐約州長遇上桃色風暴紐約州長遇上桃色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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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國女子鉛球健將雷文• 桑德斯
（Raven Saunders）贏得銀牌後，在頒獎台
上沒有展露歡顏, 卻拿著一束菊花高舉雙臂
，擺出X 的手勢, 當被詢問那個手勢代表什
麼時，身為LGBT 女同性戀者的桑德斯說:"
這是為了被壓迫的人民"。

桑德斯的說法荒誕不經, 她利用奧運會
領獎榮耀的場合做出如此突忽的舉動， 大
慨率只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噱頭和花招。 此
外,德國女體操選手穿著全身緊衣出賽以示
抗議奧運對女運動員性化（sexualization）
的現象, 而美英兩國女子足賽前, 兩隊隊員都
單膝下跪，據她們說, 是在抗議種族被歧視,
令人納悶的是,她們都是白人，不知是誰歧
視了她們？如果她們是把明尼蘇達州白人警
察以單膝霸凌黑人佛洛伊德的事件搬到奧運
場上,那也太過時越地了吧！

示威抗議是表達意見的自由, 但奧運是
比賽體能的國際場所,不是言論廣場, 不適宜
做抗議舉動, 奧運會也是超乎政治的中立組
織, 宗旨不僅是體育競賽，更藉著切磋的機
會交流互動達到世界和諧的目的,所以奧林

匹克藍、黃、黑、綠、紅五種不同顏色圓環
圖案相連代表的是歐、亞、美、非、澳五大
洲團結，從過往奧運看出,只要世界面臨衝
突危機，奧運會都挺身而出，讓激烈碰撞緩
和下來，由於奧運蘊含和平競爭的精神內涵
，所以可把五大洲凝聚一起。

不過奧運會也有憾事, 除1972年巴勒斯
坦在慕尼黑襲擊以色列奧運代表隊員, 造成
死亡慘劇外, 美俄在冷戰期相互角力, 以政治
污染奧運,引發相互抵制不參加奧運之舉，
剝奪了運動員參賽權利,而雅典奧運和索契
冬奧也因對恐怖主義擔憂讓比賽蒙上愁雲慘
霧，但奧運精神不死, 世人對和平祈求不斷,
上一屆平昌奧運前夕適逢朝鮮半島局勢惡劣
, 但南北韓首領握手言和, 還共組冰球聯隊參
賽,有助兩韓和平。

奧運純粹是世界和平的體育競技場, 各
國維權人士與政客別弄錯方向, 別在奧運場
上比手或下跪, 淋漓盡致地展現自己的技能,
爭取成績和獎牌為自己的人生與祖國的榮耀
留下最燦爛的歷史時刻吧!

李著華觀點︰體育歸體育-別污蔑了奧運場

火熱的奧運精神似乎已經遠遠超出了地
球的範圍，並繼續感染了國際空間站的宇航
員。

東京 2020奧運會顯然沒有因遲了一年
而失色，比賽仍然精彩好看，火熱的奧運氣
氛已超出地球範圍，來到離地表450公里處
的國際太空站。太空人們不只是看著地球上
的奧運比賽，他們直接就自己舉行了首次的
太空奧運會。

有趣的工程(Interest Ingengineering)報
導，國際太空站的太空人來自世界各地，目
前在站上的人員分別是：輪值太空站站長-
日本 JAXA 的野口聰一、美國NASA的沙
恩·金布羅(Shane Kimbrough)、梅根·麥亞
瑟(Megan McArthur)、馬克·范德·黑(Mark
Vande Hei)，俄羅斯航太局的彼得·杜布羅
夫(Pyotr Dubrov)和奧列格·諾維茨基(Oleg
Novitskiy)，以及歐洲太空署的湯馬斯·佩斯
奎特(Thomas Pesquet)。來自4個國家的太
空人，一起觀看了奧運開幕式，他們當然也
為自己國家運動員的表現在加油打氣。

除此以外，為了表示對奧運會的致敬，
太空人們決定自己實踐體育精神，於是早在

東京奧運會正式開幕前一周，就舉辦了自己
的太空奧運會。更有趣的是，連獎牌都做好
了，會向獲勝者頒發奧運獎牌。

隸屬歐洲太空署的法國太空人佩斯奎特
，在 7 月 24 日的 Instagram發了了太空奧
運會的消息，他說： 「今天奧運會在東京開
幕，但我們上週就舉辦了第一屆太空奧運會
！」 就他的說法，這場太空運動會，7位機
組人員分成2組：聯盟號團隊(Soyuz team)
和乘員飛龍團隊(CrewDragon)。顯然是根據
搭乘哪種太空船而做的區分 。

那麼太空運動項目有哪些?佩斯奎特說
，他們比了 「同步漂浮」 、 「地板體操」 、
「立定跳遠」 （距離非常長）、 「無手手球

」 。可惜我們不在現場，只能憑猜測想像這
些太空運動可能是什麼模樣。

為了使競技的氣氛更濃，太空人甚至用
各國的小國旗，部置了太空站實驗室的上屋
頂。

佩斯奎特在接受來自地球的通訊採訪時
表示，他自己是一名真正的運動迷，並補充
說國際太空站的成們們，每天也都要進行兩
個半小時的運動。

奧運熱出天際 太空站舉行了首次太空奧運會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3日報導，根據
其獲得的衛星影像、財務資料和實際證據，可以認
定印度於模里西斯的阿加萊加島（Agalega）建立
了海軍設施，將從該基地監控中國大陸於西印度洋
和東非的海上交通及軍事存在。

根據報導，衛星影像顯示，在原本僅有簡易碼
頭設施和螺旋槳機用800公尺跑道、距離模里西斯
本島約1100公里的北阿加萊加島，正建設2座大型
碼頭和一條超過3000公尺的跑道；且根據資料，
在過去兩年內有數百名建築工人在該島作業，並有
至少12艘散貨船將建材自印度運往當地。

印度智庫 「觀察研究基金會」 （Observer Re-
search Foundation）副研究員米西拉（Abhishek
Mishra）告訴 「半島電視台」 ，根據他自己與 「圈
內人」 交談獲得的資訊，阿加萊加島將用於停泊印

度船艦、讓P-8I海上巡邏機於當地整補、進駐通信
與電子情報蒐集單位等，成為印度於該區域的關鍵
節點。

澳洲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
ty College）博士候選人巴什菲爾德（Samuel
Bashfield）則指出，該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
除了軍事目的外，沒有其他支持兩國於當地開展重
大工程的理由。

米西拉強調，有了阿加萊加島的設施，印度將
能有效監控莫三比克海峽附近的船隻，並制衡中國
大陸於東非、西印度洋等區域的軍事存在。雖然模
里西斯和印度政府否認於當地建設軍事基地，但根
據模里西斯政府的定義，只有由軍方擁有和營運、
用於長期駐紮軍事裝備和人員並進行軍事行動的設
施，才會被稱為軍事基地。

印度秘密建立海外基地 制衡大陸軍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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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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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承認在法屬波利尼西亞
核試驗欠下“債務”

綜合報導 “金錢上的補償無法代替道德層面的道歉。”據報道，

法國總統馬克龍剛剛結束自25日起對法屬波利尼西亞展開的為期四天的

訪問，就法國核試驗造成健康遺留問題等議題與當地政府展開討論。

報道稱，本次訪問是馬克龍上任以來對法屬波利尼西亞的首次正式

訪問。“然而面對南太平洋的鮮花、貝殼及大溪地島的舞者，馬克龍的

行程並不輕松”。在訪問最後一天，28日馬克龍對法屬波利尼西亞官員

發表講話時鄭重承認，法國因為核試驗而欠下“債務”，一些癌癥患者

應得到更好的補償。

法媒報道稱，法國從1966年起在當地進行了30年核試驗，研究估計

有超過10萬人受到至少175次地下和大氣層核試驗的塵埃影響。目前僅

有63名法屬波利尼西亞人因受到輻射而獲得賠償。

法新社指出，馬克龍在承認“欠債”的同時仍然沒有道歉。他對當

地民眾稱：“當年的軍人沒有撒謊，他們和你們承擔了同樣的風險。戴

高樂將軍當初選擇在此進行核試驗是因為這裏地處太平洋腹地，但這也

是為開發先進的核武器保護波利尼西亞”。法屬波利尼西亞電視一臺稱

，馬克龍的講話是嘩眾取寵，國家的謊言還在繼續。

法國《西部報》稱，馬克龍對法屬波利尼西亞的訪問也清楚展示了

他對印太地區的雄心，他認為太平洋是一個“世界大國對抗、影響力增

加”的問題。報道稱，馬克龍承諾在當地實行漁業及海上運輸的新稅收

政策，同時提供3 億歐元貸款，並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與澳大利亞、新

西蘭、印度和日本等國合作建立海岸警衛隊。此外，就中國在太平洋地

區的發展，馬克龍對所謂 “冒險項目、不確定資金”表達了不信任。

俄直升機公司：
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未來10年潛力巨大

綜合報導 俄羅斯直升機公司分管市場及商業發展方向的經理奧列

格· 藍京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增長迅速，

未來10年潛力巨大。

藍京說，在過去10年中，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增速平均為8%。未

來10年，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將是全球增速最快的。“中國市場是全球

最重要的民用直升機市場，也是俄羅斯直升機公司的優先拓展對象”。

預計未來中國市場對10噸至16噸級的民用直升機需求還將不斷增長。

藍京認為，未來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的結構將保持不變，貨運直升機、

客運直升機和商務直升機仍將是需求最大的類型，而醫療和消防類直升機的

需求會有所提高。此外，海上搜救直升機的市場份額也會有所擴大。

在不久前剛剛舉行的第十五屆莫斯科國際航空航天展覽會上，俄羅

斯直升機公司展示了最新型的米26直升機，加裝最新安全系統、運送商

務人士的米171A2直升機，配備新型滅火系統的卡32A11M消防直升機

，以及可以加裝不同模塊，完成醫療、客運、警用等不同功能的安薩特

M直升機等。

俄羅斯直升機公司總經理博金斯基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說，俄

羅斯直升機相比歐美等西方產品，具有成本低廉、可靠性高等特點，適

應作業的範圍也更加廣泛。

俄羅斯直升機公司是俄羅斯唯一的直升機開發和生產商，目前全球

超過100個國家購買了其產品。

綜合報導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

利· 貝內特宣布：以色列醫療機構

從30日開始為60歲以上人群接種

第3劑（輝瑞）新冠疫苗。據貝

內特總理透露，61歲的以色列總

統艾薩克· 赫爾佐格將成為第一個

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的以色列人

。貝內特還表示，他將陪伴78歲

的母親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

據悉，以色列60歲以上人群

在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就接

種了（輝瑞）疫苗，近日，隨著

“德爾塔”毒株在以色列的出現

，新冠肺炎病例不斷飆升。以色

列衛生部在一份最新調研報告表

明，輝瑞疫苗預防感染的功效已

從90%急劇下降至40%左右。

以色列12頻道電視臺對60歲

以上以色列人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72%的人打算接種第3劑疫苗；

9%的人說不會接種第3劑疫苗；

其余的人說還沒有決定。

製造“兩國兩族”矛盾
土耳其再次挑起塞浦路斯糾紛

在土耳其對塞浦路斯發起軍事行動

47周年之際，土耳其單方面宣布為塞浦

路斯提供“兩國解決方案”。此舉引發

國際社會巨大爭議，遭到聯合國安理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和歐盟的一致反對。

製造“兩國兩族”矛盾
據《塞浦路斯郵報》消息，土耳其

方面日前宣布重新開放塞浦路斯島北部

城市瓦羅莎，解除對該地的一部分軍事

控製。此舉遭到聯合國安理會強烈反對

，聯合國秘書長和歐盟均表示關切。另

據阿拉伯半島電視臺報道，土耳其方面

表示要把塞浦路斯南北部視作是“兩個

獨立的國家”。報道稱，這場爭端正在

破壞土耳其與歐盟和希臘的關系。

塞浦路斯問題一直是土耳其與希臘

爭論的焦點。此次土耳其試圖重新開放

的瓦羅莎，曾是塞浦路斯的旅遊勝地，

如今已成荒廢的“無人區”。1974年，

土耳其以保護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為由

對塞發起軍事行動，占據了塞北部的部

分領土，導致居住在此的希臘族塞浦路

斯人被迫南遷。1983年，土耳其在其控

製的“北塞”成立所謂的“北塞浦路斯

土耳其共和國”，但並未受到國際社會

承認。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孫

德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土耳其

此次重提開放瓦羅莎封鎖區，意圖單

方面改變現狀，造成“既定事實”，

鞏固在北塞浦路斯的既得利益，使塞浦

路斯由“一國兩族”變成事實上的“兩

國兩族”。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
據法新社報道，聯合國安理會日

前發表聲明，譴責土耳其的單方面決

定，稱此舉違反安理會此前多項決

議，重申解決問題須根據塞浦路斯人

民的意願，“在政治平等的兩族、兩

區基礎上達成持久、全面和公正的解

決方案”。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網站報道，本

月擔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的法國方面也

認為，土耳其此舉是一種“構成挑釁的

單邊行動”。

“土耳其不顧聯合國安理會之前

通過的塞浦路斯問題決議，無疑加大

了塞浦路斯問題解決的難度。”孫德

剛指出，“近年來土耳其提出“藍色

家園”計劃，與希臘、塞浦路斯等國

圍繞東地中海海上劃界問題爭端升

級。重提開放瓦羅莎封鎖區後，土耳

其和希臘、塞浦路斯的緊張關系會進

一步加劇。”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近年

來土耳其和歐盟因難民問題、東地中

海天然氣爭端等問題摩擦不斷。此前

歐盟曾多次通過決議，宣布對土耳其實

施製裁。

加劇土希兩族對立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7月21

日在安理會討論塞浦路斯最新局勢時闡

述中方立場。他表示，土耳其和塞浦路

斯土族方面的舉措違反安理會決議，加

劇緊張局勢，與國際社會的普遍呼籲背

道而馳，完全不合時宜，不具建設性。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日前在社交媒體上也表示，土耳其的

單方面決定“有可能加劇塞浦路斯島

的緊張局勢，不利於塞浦路斯問題談判

的進行。”

路透社稱，如果塞浦路斯問題和平

解決，瓦羅莎地區大概率會回歸塞浦路

斯希族控製。但若此次瓦羅莎交由土族

塞人控製，則很可能影響到塞浦路斯問

題的政治解決，加劇當地土族人和希族

人的對立。

孫德剛指出，土耳其與“北塞”單

方面的決議會加深塞浦路斯土族和希族

之間的裂痕，固化兩大主體民族的結構

性矛盾，使塞浦路斯和平與統一進程遙

遙無期。但是，無論土耳其、希臘、塞

浦路斯還是歐盟，都無意通過軍事手段

化解危機，短期內爆發軍事沖突的可能

性不大。

疫情未見好轉轉
悉尼再度延長““封城封城””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

府宣布，鑒於新州新冠疫情形勢仍不見

好轉，首府悉尼將再次延長“封城”一

個月。

新州27日新增177例本土新冠確診病

例，打破前一天所創單日新增172例的該

州最高紀錄。新增感染者中，至少46人確

診前在社區活動。

州長格拉迪絲· 貝雷吉克利安28日告

訴媒體記者，原定7月 30日結束的悉尼

“封城”措施將延長至8月28日。

她在一場電視新聞發布會上說：“我

和大家一樣感到不安和沮喪，我們在這個

時間點上無法達到期望病例數，但這就是

現實。”

悉尼是澳大利亞人口最多城市，全

國約2500萬人口中，五分之一居住在悉

尼。為防控疫情，悉尼 6 月 26 日開始

“封城”，經歷數次延長。“封城”期

間，悉尼學校關閉、公共場所聚集人數

不得超過兩人、除

上班和采購生活用

品外等不得外出。

因 不 滿 “ 封

城”，數千人先前

違反“居家令”，

在悉尼市中心商業

街集會，其間與警方發生暴力沖突。

按貝雷吉克利安的說法，警方將加強

工作力度，確保“封城”措施執行，同時

敦促民眾舉報他人違規行為。“我們不能

容忍人們繼續做錯事，因為這讓所有人都

退步了。”

新州本輪疫情由高傳染性新冠變異病

毒德爾塔毒株引發，首個病例6月16日在

悉尼發現。疫情隨後蔓延到其他幾個州，

澳大利亞一半以上人口最近幾周處於“封

城”限製。不同於新州宣布延長封鎖措施

，疫情好轉的維多利亞州和南澳大利亞州

28日起放寬限製措施。

新冠疫苗接種推進緩慢也是澳大利亞

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法新社報道，迄今

只有約13%的澳大利亞人完成接種。

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隨著“封城”措

施延長，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 莫裏森政

府支持率下滑。一些人指責，政府疫情防

控建議“多變”、疫苗供應短缺拖慢接種

進程。

“沒有其他捷徑和辦法，我們必須有足

夠耐心和毅力來克服困難，”莫裏森28日在

首都堪培拉舉行的電視新聞發布會上說，

“會有很多批評，也會有很多事後諸葛亮，

但這種德爾塔毒株是非常不可預測的。”

以色列政府決定為60歲以上人群
接種第接種第33劑新冠疫苗劑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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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務院今天宣布，已核准販售台灣
40門M109A6（Paladin）帕拉丁型自走砲等
項目，總金額約7億5000萬美元，軍售案已
通知美國國會。這是總統拜登上任以來，首次
對台軍售。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DSCA）今天發布
新聞稿表示，國務院已經批准一項對台軍售，
將 售 台 灣 40 門 M109A6 自 走 砲 、 20 輛
M992A2系列野戰砲兵彈藥補給車、一套先進
野戰砲兵戰術數據系統（AFATDS）等，總額
約7億5000萬美元。

美國國務院已經將這項軍售正式知會國會

，這是總統拜登（Joe Biden）1月底上任以來
第一次對台軍售。

DSCA強調，這項軍售案是基於台灣關係
法，將使台灣軍隊持續現代化並保持可靠的防
禦能力，符合美國國家、經濟與安全利益，這
項軍售計畫有助於提高台灣安全，並有助於維
持區域政治穩定、軍事平衡與經濟進步。

新聞稿指出，M109A6自走砲將有助台灣
砲兵部隊現代化，並強化台灣因應當前與未來
區域威脅能力。此外，這也有助台灣軍事能力
升級，同時進一步增強與美國及其他盟友的軍
事互操作性。

拜登政府首次軍售 宣布售台40門M109A6自走砲

幾天前，SpaceX 的首席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 在 Twitter發布了一張 火箭底部
的照片，引擎噴口與非常複雜的管線相當壯觀
。 「SpaceX大型超重型火箭的29具猛禽引擎
已經安裝完畢」 。 8月3日，這枚巨大火箭已
離開組裝大樓，正以推車運往幾公里外的發射
場。

太空網(Space.com)報導，德州南部的博
卡奇卡村(Kopernik Shores)附近，是 SpaceX
的太空火箭研發基地，名為 4 號助推器
(Booster 4)的超重型火箭正緩緩的送往發射場
。SpaceX不久後開始對 Booster 4 進行一系
列發動機壓力測試，以及更多的振動測試，它
必須證明在強烈的壓力與振動下仍然穩定可靠
而不會散架。如果這些試驗都順利通過，火箭
將可準備進行實際的點火，以及軌道發射，在
最樂觀的情況，有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進行。

Booster 4 可 視 為 超 重 型 火 箭 (Super
Heavy)的前身，它是星艦(Starship)的助推段
，超級獵鷹火箭70公尺高，而星艦也有50公
尺高，因此長度將達到120公尺高，突破人類
首次登陸月球使用的農神5型火箭-阿波羅太
空船(Saturn V- Apollo spacecraft)創下的110

公尺高火箭紀錄。
馬斯克表示， Booster 4仍屬測試用火箭

，它的引擎數量是29具，但是最終定型的超
重型火箭可能必須安裝32具引擎。

星艦測試原型之前已經發射過，有成功有
失敗。不過今年 5 月，名為 SN15的3引擎星
艦測試太空船已飛到10 公里的最大高度，並
且成功安全降落。

星艦SN20也在準備中，如果一切按計劃
進行，Booster 4的頂部可能會加裝SN20，執
行無人軌道測試任務。要是成功發射，
Booster 4會將SN20大約110公里處，此時燃
料用盡，SN20脫離Booster 4，而 Booster 4
會降落32 公里外的墨西哥灣。 SN20則以自
己的動力進入繞行地球軌道，在環繞地球一圈
後，降落在夏威夷考艾島附近的太平洋。

以上是Space X提出的計畫，顯然他們還
沒有考慮如何平穩著陸，而是採用較簡單的落
入海中再回收的辦法。

目前尚不清楚 Booster 4 與SN20 何時會
飛行，未來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但無論發射
時間是今年還是明年，我們都相信，它實際發
射的時間應該是不遠了。

SpaceX超重型火箭前往發射場 今年有望試射

隨著全球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人數已突破百
萬，關於疫苗效力的各種問題也逐漸浮出；其中
，最常見的莫過於副作用愈強等於免疫效果愈好
、產生的保護力愈高，甚至有人笑稱出現副作用
等於疫苗認證的年輕人。對此，美國田納西州范
德比大學醫學院傳染疾病專家夏夫納（William
Schaffner）表示， 「副作用與疫苗保護力之間沒
有因果關係」 。

《今日醫學新聞》指出，目前全球已有21種
疫苗獲批准使用；光在英國，迄今已有超過3650
萬人接受完整兩劑疫苗的接種。在美國，這個數
字則突破1.621億人。從Google提供的數據來看
，全球約有13%的人已完整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報導指出，目前已有數百萬人在接種疫苗後
出現副作用，症狀包括注射處腫痛、發紅、疼痛
、發燒、頭痛、肌肉疼痛、發冷與噁心。然而，
並不是每個人的副作用都是相同的模式。甚至很
多人雖然接種疫苗，卻完全沒有出現副作用，這
是否意味著彼等疫苗效力較差甚至無效？

對此，夏夫納強調， 「不管是否出現副作用
都有免疫能力，副作用與疫苗保護之間並不存在
著因果關係」 。就mRNA疫苗來說，不論是輝瑞
疫苗還是莫德納疫苗，完整接種的效力都達90%
；換言之，每100名接受兩劑疫苗的人，只有10
人可能遭到感染。

疫苗會促進身體針對目標病原產生免疫力，
而這種疫苗產生效力的方式，在部分免疫系統受

損 的 人 ， 恐 無 法 建 立 完 整 或 最 終 對 於
SARS-CoV-2僅有部分效力。部分使用特定藥物
的人，例如某些癌症治療藥物，或是免疫抑制劑
就可能對疫苗效力產生負面影響。

愛丁堡大學免疫學與傳染病教授萊利解釋，
副作用的產生與副作用的差異取決於人類免疫系
統的遺傳多樣性。人體免疫系統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稱為先天性反應，如同拉警報一樣，警示身
體該起反應來抵抗病毒；第二，適應性反應，指
學習並記憶如何透過B細胞對抗感染，此時B細
胞會產生抗體並尋找、消滅病毒；此外還有T細
胞，負責殲滅任何遭病毒感染的身體細胞。

萊利強調，決定疫苗副作用的強與弱主要是
先天性免疫反應，這點因人而異，而疫苗防護力
則取決於適應性反應，這才是影響疫苗效力的所
在。換言之，有無副作用產生，副作用強還是弱
，與疫苗效力沒有直接關係。

當然，部分專家認為，可透過抗體檢測來評
估疫苗是否產生免疫力；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聲明卻認為， 「不論何時都不該使用抗
體檢測來評估一個人對COVID-19的免疫力或保
護力，特別是其接種疫苗之後」 。

因為，雖然抗體檢測可以確認一個人是否已
針對SARS-CoV-2產生抗體，但即使結果是陽性
也不代表他一定不會感染新冠肺炎。 FDA擔心，
透過抗體檢測會讓新冠病毒感染採取更寬鬆的態
度，反而造成病毒的擴散。

打疫苗出現副作用等於認證的年輕人？美專家這樣說

日本新聞網站 「Record China」 4日報導，
近年來席捲全世界的韓式美妝（K-Beauty），
卻在中國大陸面臨人氣急速衰退的窘境，原因
是南韓在2017年允許美軍 「終端高空區域防禦
系統」 （THAAD，俗稱 「薩德」 ）部署至該國
，成為大陸民眾轉而購買歐美或日本保養品的
契機。

根據報導，在美軍THAAD於2017年正式
進駐南韓之後，部分大陸民眾在民族主義影響
之下拒買韓貨，加上北京政府一度禁止前往南
韓旅遊，讓大陸遊客轉而接觸歐美或日本的化
妝品，韓式美妝人氣大幅下跌。

加上在那之後，為避免過度使用保養品帶
來副作用、鼓吹展露自然膚質的 「護膚極簡主
義」 （Skinimalism）興起，讓部分民眾認為程

序繁雜的韓式美妝 「已經落伍」 ；另外，由
於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
，全球都受到嚴重影響，許多民眾出門時須
配戴口罩，大半臉部都被遮住，所以乾脆不
化妝或只化淡妝，包括南韓在內的全球化妝
品產業都遭受衝擊。

報導還引述南韓網友的留言，稱連許多
南韓年輕女性都已改用歐美化妝品；而虛榮
心較高的客群，也傾向選擇高價的歐美名牌
；也有人認為南韓化妝品廠商只看銷量，沒
有像歐美老牌一般注重品牌經營，流行自然
難以長久。

2017年南北韓關係緊張，美軍因而在南
韓政府同意下，同年3月將THAAD前進部署至
該國慶尚北道星州郡，引發北京政府的強烈不

滿，祭出抵制南韓流行文化、停止赴韓旅遊、
刪除對南韓汽車補貼等反制措施。此問題直到

同年11月雙方就 「三不一限」 達成承諾後才有
所緩解。

接受美反飛彈系統進駐韓國這產業在大陸遭受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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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急推騰訊急推77措施措施防沉迷網遊防沉迷網遊
被批“精神鴉片電子毒品”相關公司股價大跌

!%!%��
繼大數據、教育培訓

機構之後，內地監管最新

劍指網絡遊戲。新華社主

管的《經濟參考報》3日

發文痛批網絡遊戲是“精

神鴉片”，文章措詞激烈，一度引發遊戲公司股價大跌，

其中騰訊曾瀉一成。騰訊及網易隨後就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網絡遊戲做出政策收緊，騰訊推出“雙減、雙打、三提

倡”7條新舉措，網易則宣布啟動“暑期未成年網絡環境

專項整治”活動。業內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整頓

校外培訓和防止遊戲沉迷緊密相關，監管環環相扣，意在

讓學生健康成長，料未來還有更多針對保護未成年人的監

管出台，相關股份料續受壓。

3日早上，刊於《經濟參考報》的《“精神
鴉片”竟長成數千億產業》一文指出，

未成年人網絡沉迷現象普遍，網遊危害越來越得
到社會的共識，常常用“精神鴉片”、“電子毒
品”指代，並點名了騰訊旗下的《王者榮耀》，
指有學生一天要玩上8個小時。文章稱，網絡遊
戲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造成不可低估的影響，
這一新型“毒品”突飛猛進、發展壯大成一個巨
大的產業；並引述業內人士提醒稱，應警惕網絡
遊戲危害，及早合理規範。

網遊被狠批 騰訊曾插近11%
報道一出，騰訊、網易等手遊股價大幅插

水，騰訊盤中一度下跌近11% ，市值跌破4.5萬
億港元，網易港股早盤一度狂瀉15%。然而，報
道刊出4個小時後被刪除，騰訊股價跌幅也隨之
收窄，收跌6.11%；網易則收跌7.77%。不過傍
晚時分該文又恢復，但標題則更名為《網絡遊戲
長成數千億產業》，內容未提及“精神鴉片”、
“電子毒品”等詞。

在被批評後，騰訊及網易隨後分別就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做出政策收緊，騰訊推出
“雙減、雙打、三提倡”7條新舉措，網易宣布

啟動“暑期未成年網絡環境專項整治”活動。

去年內地遊戲市場收入2786億
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

收入2,786.8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0.71%。佔
據行業半壁江山的騰訊遊戲2020年實現營業收
入1,561億元人民幣，較排在行業第二位的網易
遊戲的營業收入高出了1,015億元人民幣。其
中，騰訊遊戲2015年上線的《王者榮耀》獨傲
市場，2020年日活躍用戶數日均1億，霸佔着內
地手遊流水的頭把交椅。

騰訊2020年年報中，首次公布了未成年人
遊戲流水佔比：2020年第四度，18歲以下的未
成年人在騰訊國內網絡遊戲流水的佔比為6%，
其中16歲以下未成年人的流水佔比為3.2%。

網遊損學生心理健康 必被監管
北京尚公（上海）律師事務所林嶸律師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從監管角度來看，整頓校外
培訓、防遊戲沉迷都是環環相扣的，隨着未成年
人的大量課外補習班被取締，監管層會關注學生
們是否會被遊戲所“綁架”。他指出，“未成年
人的茁壯成長，是監管層關心的重點，很多網絡

遊戲嚴重影響學生心理健康，勢必會被監管，預
計未來針對保護未成年人的監管還會更多。”

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陳梅瑜律師亦指出，校
外培訓和遊戲沉迷都是緊密相關，取消了校外培
訓，學生可能也會多出更多時間去使用遊戲。她
告訴記者，“目前許多的遊戲平台對於防沉迷系
統和限制未成年人充值的系統是形同虛設的，比
如未成年人可以同時註冊多個遊戲賬號，切號使
用。因此官媒的發聲一定程度上也是警醒網絡遊
戲服務提供者去更好地落實防沉迷的工作。”

實際上，監管一直非常重視未成年人的網絡
遊戲領域。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減
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
意見》中，就要求引導學生合理使用電子產品，
控制使用時長，防止網絡沉迷。另外在剛剛結束
的第19屆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上(Chi-
naJoy)，有關主管部門對全行業主動開展未成年
保護工作、履行社會責任提出了更多希望與要
求。此前7月底的中國國際數字娛樂產業大會
(CDEC)上，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楊芳同樣表
示，網絡遊戲對廣大青少年具有重要影響。希望
遊戲企業堅決把好內容關口，守住安全底線，決
不給各種錯誤內容提供傳播渠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騰訊推“雙減、雙打、三倡議”新舉措

雙
減

雙
打

三
倡
議

1 減時長：執行比政策要求更嚴厲的未
成年用戶線上時長限制，非節假日從
1.5小時降低至1小時，節假日從3小
時減到2小時。

2 減充值：未滿12周歲未成年人（小
學生）禁止在遊戲內消費。

1 打擊身份冒用：針對未成年人冒充成
年人遊戲的情況，將原來的“零點巡
查”升級為“全天巡查”，可疑賬戶全
部重新認證。

2 打擊作弊：打擊用戶通過加速器登陸
及部分第三方平台買賣成年人賬號的
行為。

1 倡議全行業進一步強化遊戲防沉迷系
統，控制未成年人遊戲總時長。

2 倡議深化對遊戲適齡評定和實施機制
的研究。

3 倡議全行業討論全面禁止未滿12周
歲小學生進入遊戲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被
官媒批評後，騰訊即發布公告稱，將從《王者榮
耀》試點，逐步面向全線遊戲推出“雙減、雙打、
三提倡”的7條新舉措，包括減時長、減充值等，
進一步加大對未成年用戶的保護力度。

其中雙減為減少未成年用戶在線時長，禁止12
周歲未成年人在遊戲內消費；雙打為打擊身份冒
用，將原來的“零點巡查”升級為“全天巡查”，
打擊用戶通過加速器登陸及部分第三方平台買賣成
年人賬號的行為；三倡議為倡議全行業進一步強化
遊戲防沉迷系統，控制未成年人遊戲總時長，倡議
深化對遊戲適齡評定和實施機制的研究，倡議全行
業討論全面禁止未滿12周歲小學生進入遊戲的可行
性。

騰訊倡禁止未滿12歲玩網遊

●●在被批評後在被批評後，，騰訊隨後就防止未成年人沉迷騰訊隨後就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網絡遊戲推出新舉措網絡遊戲推出新舉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華社旗下媒體新華社旗下媒體《《經經
濟參考報濟參考報》》33日上午刊日上午刊
登題為登題為《“《“精神鴉片精神鴉片””
竟長成數千億產業竟長成數千億產業》》的的
文章文章，，中午文章被刪中午文章被刪
除除，，在傍晚再恢復在傍晚再恢復，，標標
題更名為題更名為《《網絡遊戲長網絡遊戲長
成數千億產業成數千億產業》，》，內容內容
中亦未提及中亦未提及““鴉片鴉片”、”、
““電子毒品電子毒品””等詞等詞。。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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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隔席就座”航班“熔斷”嚴格
中國交通升級防控措施 民航入境口岸一線人員隔天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江鑫嫻

北京報道）近期中國多個地區報告新增新

冠肺炎疫情本土病例，對此內地交通部門

升級疫情防控措施。8月3日，中國民航局

發布“空中防控力度不減、地面防控措施更嚴”的最新防控策略，明確細化機場

一線工作人員封閉管理措施，其中入境口岸直接從事國際旅客、進口貨物和航空

器相關服務的一線工作人員作為高風險人員每隔1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對國內

航班保障人員以每周2次的頻次開展核酸檢測，並執行更嚴格的航班熔斷政策。

當日，鐵路部門也重新強調要實行“隔席就座”，以及對乘務人員實行集中住宿

封閉管理的舉措。

南京祿口機場發生疫情，短短十餘天內傳播
鏈不斷加長，蔓延多個省份。8月3日，中

國民航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通報稱，南京
祿口國際機場之所以出現聚集性疫情，主要原因
對疫情防控工作嚴峻性、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
足，日常管理鬆懈，在日常航班運行保障過程
中，沒有嚴格落實地方政府和民航疫情防控規定
和要求而導致。

航班簡化機上服務
韓光祖介紹，針對德爾塔變異株特點和當前

國內疫情防控形勢，中國民航局制定“空中防控
力度不減、地面防控措施更嚴”的最新防控策
略，將對國內航班保障人員按照每周2次的頻次
開展核酸檢測。國內航班要設立機上隔離區、簡
化機上服務、增加重點區域消毒頻次、升級機組
防護。各機場則要加強測溫驗碼、配備手消產
品、公共區域通風消毒、加大重點區域及設施設
備的消殺頻次。

8月2日，民航局針對當前國內疫情防控的
嚴峻形勢，以及德爾塔變異株傳播速度快、防控
難度大等特點，發布緊急通知，要求通過進一步
加密工作人員核酸檢測頻次，其中入境口岸直接
從事國際旅客、進口貨物和航空器相關服務的一
線工作人員作為高風險人員每隔1天開展一次核
酸檢測，根據情況輪流安排，盡可能做到每天都
有人員接受檢測。

23地車站旅客限制進京
中國鐵路北京局集團有限公司疫情防控辦公

室客運組主任崔巍8月3日介紹，根據國家政務
服務平台公布的全國中高風險疫情地區變化，決
定對鄭州、南京、張家界、益陽、湘西州等23
個地區車站出發的旅客採取限制進京防控措施，
暫停發售到達北京地區車站的車票。新冠確診病
例所在地區車站的旅客限制進京。要求各乘客保
持一米線安全距離、候車“隔席就座”，加強進
出站通道、候車室、售票廳、檢票口、車廂內的
巡視檢查要求。乘務人員在接發途經中高風險地

區列車時，還要佩戴一次性手套和護目鏡面罩。
列車乘務人員在異地實行集中住宿封閉管理，並
定期對站車工作人員進行核酸檢測。

目前，北京區域始發的涉及疫情重點地區停
運列車共13對，其中涉及南京方向3對、揚州方
向2對、張家界方向3對、鄭州方向5對。為配
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推
出免費退票措施，旅客退票不再收取退票手續
費。

加強旅行社業務監管
此外，中國文化和旅遊部3日發布緊急通知，

要求各地進一步落實A級旅遊景區疫情防控要求，
加強旅行社業務監管。當旅遊目的地政府有關部門
對旅遊發出預警提示或將相關區域列為疫情中、高
風險等級時，未出發的旅遊團隊須立即取消或更改
行程。已在當地的旅遊團隊，須暫停旅遊活動，配
合做好相關疫情排查工作。同時，要加強文旅行業
室內場所防控措施，該限流的限流、該暫停的暫停、
該關閉的關閉。

據悉，中國已有多個景區景點宣布關閉或升
級防疫措施。截至目前，江蘇南京、揚州、宿遷
已全部暫停各類文旅場所對外開放。江蘇省內其
他城市已暫停娛樂場所、網吧、遊戲遊藝等室內
密閉場所運營，對A級旅遊景區、博物館、圖書
館等公共文旅場所，嚴格落實“限流、預約、錯
峰”措施，每日接待量不超過核定人數的50%。
湖南張家界已於7月30日關閉了所有景區。河南
鄭州亦於2日宣布關停全市A級景區、網吧、
KTV等場所。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俞鯤 南京、
武漢報道）江蘇揚州警方3日通報，已對導致揚州
疫情大規模爆發的南京老太太毛某寧以涉嫌妨害傳
染病防治罪立案偵查，並對其採取刑事拘留措施。
同時，武漢7例外來務工人員新冠核酸檢測陽性，
令武漢市防控級別驟然升級。

擅自離開封控管理居住地
揚州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呈現持續上升態

勢，8月2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多達40例，顯示疫
情仍處於爆發期。揚州市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
勁松表示，目前揚州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94
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2例。該市已排查出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和次密接 3,235人。截至
8月2日24時，揚州主城區共完成採樣149.84萬
人，基本完成第二輪大規模核酸檢測任務。

引爆揚州疫情的是一名現年64歲的南京老太
太毛某寧。經揚州警方初步調查，7月21日上午，
毛某寧擅自離開已採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
來揚州，居住其位於揚州市邗江區念四新村的姐姐
家中。7月21日至27日期間，未按要求主動向社
區報告南京旅居史，並頻繁活動於揚州市區多處人
員高度密集的飯店、商店、診所、棋牌室、農貿市

場等，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揚州市區擴散蔓延，造
成極其嚴重後果。

毛某寧已於7月27日被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現已被轉運至南京公共衞生醫療中心治療。
由於南京、揚州相繼出現棋牌室大規模傳染的情
況，江蘇省45,371家棋牌室、麻將館已全部暫停
營業。

武漢啟動全市全員核檢
武漢7例外來務工人員新冠核酸檢測陽性，令該

市防控級別驟然升級。武漢官方於3日將7例病例所
在的武漢經開區沌口街道劃定為中風險地區，實行封
閉管理的“只進不出，嚴禁聚集”管理措施，同時宣
布全市將迅速啟動全市全員核酸檢測。而經開區內的
各企業和小區已經連夜展開核酸檢測，全市相關防控
措施一夜之間開始實施。

經過去年的疫情封城經歷，武漢市對疫情做出
快速反應。該市立即暫停所有線下教育教學活動，武
漢地鐵關閉沌口街區範圍內3、6號線及1號線灄口新
城站的部分站點出入口。目前武漢公交有17條線路
暫停運營，16條線路繞行封控區。全市A級景區遊
客接待量立即降至最大承載量的50%，景區內所有演
藝活動暫停。

南京老太瞞行程引爆揚州疫情被刑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8月
2日至3日，港大深圳醫院設置了港澳台僑12歲至
17歲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種專場。為了盡快讓孩子
能接種疫苗，不少家長早早就來排隊，接種現場火
爆，逾千名港生來到接種點，更有家長凌晨4點排
隊等號。不少港生表示，希望能盡快完成兩針接種，
可以按時返港讀書，結束長達數月的網課生活。

據港大深圳醫院公衞醫生戴貴劍介紹，醫院
作為新冠病毒疫苗12歲至17歲港澳台僑學生接種
專場接種點之一，於8月2日正式開展接種工作，
由於接種現場火爆，首日500個號源在當日十點前
就已全部放完。“由於疫情防控要求和場地限制，
留觀區和接種區都需要足夠的空間，醫院也無法接
受更多的號源，只能緊急更改為提前預約的接種方
式。”戴貴劍表示，改變了預約方式後，3日仍有
大批家長從凌晨開始就到了現場排隊，為了幫助這
些接種意願強烈的港籍學生順利完成疫苗接種，醫

院臨時加配疫苗，加派人手，通過現場登記手機號
的方式，臨時安排預約。

在香港屯門讀書的港生Joe表示，大人們幾
乎都打了疫苗，現在給青少年打疫苗，就想趕
緊完成接種，準備回香港上課。

港大深圳醫院設港澳台僑青少年接種專場

●●旅客在長沙高鐵南站掃健康碼旅客在長沙高鐵南站掃健康碼。。 中新社中新社

●●港生廖同學稱要盡快打港生廖同學稱要盡快打
針針，，準備回港讀書準備回港讀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記者倪夢璟報
道，上海市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3
日上午在上海舉行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任何疫苗都不存在接種後無突破病例的情
況，接種新冠疫苗後，少數高危人群被感染的情況
必然存在。若未接種疫苗，此次出現病例後，傳播
會非常迅速。”上海市對一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進行第一輪篩查後，密切接觸者沒有陽性個案，
“這說明，如疫苗廣泛接種可使病毒傳播速度大幅
衰減。我們有更加大的把握，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
到防控。”

8月2日，浦東新區中醫醫院報告一例按要求
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發現的樣本陽性，經上海
市、區疾控中心覆核，其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

經連夜排查，截至8月3日9時，上海已排查
到該病例的密切接觸者52人（其中家屬6人），並
已全部落實集中隔離措施，首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
陰性；已排查到在滬密接的密接250人，全部落實
集中隔離措施，首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已排
查到的64,860名篩查對象完成核酸採樣，27,174人
完成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其餘樣本尚在檢測

中。

廣接種廣篩查早發現
關於現階段的疫情防控，張文宏說，一是要廣。

為什麼要把“廣”放在第一位？“廣”就是疫苗接種
的面，現在18歲以上人群的接種率達到了85%以上，
但還不夠，還要繼續打。這個“廣”還有另外一層含
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次的病例，一夜之
間不但密接者做了篩查，次密接者和重點篩查對象也
都做了篩查，一夜之間6萬多人全部做了篩查，所以
在篩查方面我們也做到了“廣”。

還有一個就是“早”，發現疫情要早。這例病
人我們及早在門診發現，盡量做到篩查要廣、反應速
度要快，這樣就有可能把疫情控制在早期階段，達到
在最早的時間，以最低的成本，解決最關鍵的問題，
然後讓大部分市民過上正常的生活。

他提到，沒有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或者
接種以後沒有滿14天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張
文宏認為現在不適合出遊。“如果在旅程中來到一
個大型的聚集場所，正好碰到一個新冠患者，免疫
力比較低又沒有打過疫苗的人群，風險就很大。”

張文宏：廣泛接種使病毒傳播速度大減

●●中國交通部門升級疫情防控措施中國交通部門升級疫情防控措施。。圖為湖南進一步加強對重點地區入圖為湖南進一步加強對重點地區入
湘湘、、返湘人員的排查管理返湘人員的排查管理，，全面抓好各類入湘管控全面抓好各類入湘管控。。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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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钱塘 工艺繁盛

杭州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标志性建
筑。古时，这里是江南漕运的起点。近代以来，这里
成为杭州工业繁荣的发源地：浙江第一条铁路
——江墅铁路终点站设在拱宸桥，浙江最早的民
族企业——通益公纱厂建立于拱宸桥西，这里还
诞生了杭州最早的戏院、电影院等。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落就位于拱宸桥西
岸。它的前身是棉纺工厂和土特产仓库。锯齿形
的屋顶、窄小的窗户、厚重的大门，都保留了过
去工业建筑的特征。

2009年，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馆群一期工程
——杭州中国刀剪剑博物馆、杭州中国扇业博物
馆、杭州中国伞业博物馆建成开放。2011年，馆
群二期工程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建成开放。
馆群总占地面积 5.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上万平
方米。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杭州中国刀剪剑、扇
业、伞业博物馆） 副馆长方胜说，杭州自古以来
就是手工业之都。南宋时期，临安 （即杭州） 丝
织、印刷、瓷器、制扇等发展最盛，在全国占有
重要地位。杭剪、杭扇等是历史上有名的杭州特
产。

刀剪剑博物馆常设展由“刀与剑”“剪刀的
故事”两个展厅构成，丰富多样的展品让人生动
感受“物开一刃为刀，两面开刃为剑，双刀相交
则为剪”的锋刃文化。馆内有一把杭州出土的东
汉铁剪，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的剪刀实物之一。
铁剪长约30厘米，刀柄呈8字形，与常见的剪刀不
同，它由整块铁制成，中间没有销钉固定。剪刀不
用时自然张开，用时按压两端刀刃即可。展厅里
另一件珍贵展品是唐代錾花铜剪。剪爿纹饰采用
珍珠地錾花工艺，以颇具立体感的整齐小圆点做
底，两剪柄各饰一只西洋狮，体现了唐代中原与西
域的文化交流。

伞业博物馆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伞，让人大开
眼界。早期的伞由丝帛制成，价格昂贵。造纸术
普及后，人们用涂上桐油的纸制作雨伞，称为油
纸伞，伞由此走进寻常百姓家。展厅里有一把清
代八角形油纸伞，伞面中部彩绘梅、兰、竹、菊
四图，图案之间手书“请用国货”四字，格外醒
目。1915年，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
一条”，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
动，此伞即于此时制作。整伞造型别致，古朴典
雅，具有时代意义。

扇业博物馆里，闪光的孔雀羽扇、精致的象
牙扇、轻巧的合欢扇、珍贵的玳瑁扇等琳琅满
目，令人称绝。扇子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最早的扇子是用羽毛做成的，“扇”字中就有个

“羽”字。后来人们又用丝绢、纸、竹、蒲葵
叶、棕榈叶等编制出各种扇子。

“这块‘扇业祖师殿’石匾见证了古代杭州
扇业的兴盛。”方胜介绍，从宋代开始，杭州一
直是中国扇业中心。明清时期，全城制扇作坊多
达 50 余家。扇业祖师殿是清代杭州扇作坊主集
资设立的，殿内曾供奉杭州扇业鼻祖齐纨和历史
上462位有名的制扇艺人。

百年品牌 凝聚匠心

“张小泉、王星记、都锦生都是杭州具有百
年历史的手工业品牌，保护传承好它们的文化，
也是我馆设立的初衷。”方胜说。

刀剪剑博物馆里最显眼的展品，就是那把高
1.15米、重达28.5公斤的张小泉剪刀，这是国内
最大的可使用的剪刀，20 世纪 80 年代由杭州张
小泉剪刀厂生产。明万历年间，张小泉父亲张思
佳学成制剪技艺后开设剪刀店，传到第二代店主
张小泉手中时，又创制了镶钢锻制技艺，选用浙
江龙泉、云和的好钢精工细作。历经300余年发
展，成就了“张小泉剪刀”品牌。博物馆里有一
个模拟的张小泉剪刀作坊，再现了张小泉剪刀生

产流程，制作一把剪刀需要经过试钢、试铁、拔
坯、开槽敲断、打钢等72道工序。

“西湖绸伞独特在于‘撑开一把伞，收拢一
节竹’。”方胜介绍。在伞业博物馆里，最让人过
目不忘的要属各种绘有西湖风景的西湖绸伞。西
湖绸伞产生于 20世纪 30年代初，由杭州都锦生
丝织厂创制，以杭产淡竹与丝绸为主要原材料，
经过选竹、劈青、贴青、上架、伞面装饰等 18
道工序制成。工艺要求十分严格，必须做到“三
齐一圆”，即顶齐、节齐、边齐，收拢圆浑，复
成天然竹节。西湖绸伞设计奇巧，既美观又轻
便，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王星记是杭州最著名的扇业品牌。王星记扇
庄创办于 1875 年，扇庄创始人王星斋出身于制
扇世家，祖父、父亲都是扇业工匠。王星记扇子
在清代作为贡品，是帝王回赠外国使节的珍贵礼
物。

在扇业博物馆二楼展厅，一把清代陈益斋百
将图行书黑纸真金扇格外引人注目。这是馆藏最
早的杭州王星记扇子，由王星记创始人王星斋的
岳父陈益斋制作，扇面有陈益斋的落款。整个扇
面用烟煤涂黑，再用金粉来书画，扇骨用棕竹制
成，纹理天然，比普通毛竹韧性更强，不易折
断。虽历经百年沧桑，扇面上的彩绘百将图仍色
彩分明，画面左侧旗杆上“水泊梁山”字样清晰
可辨。方胜告诉笔者，这种黑纸扇经久耐用，浸
水而不走样，不但能扇风、蔽日，夏季外出如果
遇雨还可遮在头上挡一阵雨，有“一把扇子半把
伞”之谓。

名师带徒 薪火相传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品以当代工艺品为
主，涵盖雕塑、陶瓷、织绣、编织、金属等门类。

在三楼展陈区，一幅巨大的“双面异色异物

雷峰塔今昔屏”机绣作品令人惊叹。绣屏用1000
多种丝线绣出两面西湖景观，一面是雷峰塔旧
景，沉郁的黑白色调，一面是重建后的雷峰塔，
明艳动人。创作者王文瑛是“杭州机绣”省级非
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至今还活跃在机
绣一线，带过的徒弟数不胜数。

在陶瓷展区，一组青花斗彩婴戏作品颇为吸
引人。

这组作品由两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琳山、
嵇锡贵共同创作完成，以鲜亮的釉色、生动的造
型表现童真童趣。身着靛朱镶嵌斗彩服的两个婴
童正在玩捉迷藏游戏，白胖的小脸上浮着淡淡的
红晕，嬉耍的喜悦从弯弯的眼角流露出来。

“这面床罩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锡祥设计
的，上面囊括了萧山花边所有的针法和制作工
艺。”方胜介绍，这件作品光设计稿就画了 6 个
月，共有 300多张图纸，58位绣娘花费 4个月时
间，用1400万针绣出820朵玫瑰花，同一片花瓣
上所用的针法都不一样。

欣赏完大师们的作品，还可以到二楼大师工
作室现场观摩大师制作。19个大师工作室一字排
开，既有手绣、机绣、木雕、石雕、陶艺等传统
工艺美术门类，又有西湖绸伞、萧山花边、钱塘
剪纸等非遗项目。

在萧山花边大师工作室，赵锡祥大师的徒弟
符曼倩正在教一些大学生练习各种技法。墙上挂
着多件符曼倩的作品，在色彩上突破了萧山花边
传统的白色或米色，缤纷绚丽，令人眼前一亮。

“从2012年开始，我馆作为杭州‘工艺与民
间艺术之都’传承基地之一，推出‘工艺与民间
艺术薪火传承计划’——大师带徒学艺项目，第
一轮由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带徒，第二轮自2019
年开始，由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带徒。”方胜
说，“希望在活态传承中，将优秀传统工艺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杭州工艺美术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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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杭州古称钱塘，自古

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之地。千百年来，无数能
工巧匠就地取材，以蚕
丝、绿竹、玉石、陶土等
为笔，以江南旖旎风光为
布，创作了一幅幅工艺繁
华图。

前不久，笔者来到杭
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杭州
中国刀剪剑、扇业、伞业
博物馆），透过那些巧夺
天工的工艺品，领略一脉
相传的钱塘匠心。

观众参观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陈水琴手绣工作室。

王文瑛机绣梅花图西湖绸伞。

郭琳山、嵇锡贵“青花斗彩婴戏——捉迷藏”瓷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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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亞裔地產協會亞裔地產協會(AREAA)(AREAA)20212021年年
交接典禮記盛交接典禮記盛（（上上））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致詞致詞，，高高
度讚揚了度讚揚了AREAAAREAA領導人及董領導人及董
事會成員自事會成員自20152015年在休士頓年在休士頓
地區成立以來為大休市社區地區成立以來為大休市社區
做出的貢獻和努力做出的貢獻和努力。。

20192019～～20202020的會長的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右五右五））頒獎給他的理事團隊後並合影頒獎給他的理事團隊後並合影。。

休士頓休士頓1313台主播台主播Miya ShayMiya Shay擔擔
任大會主持人任大會主持人。。

AREAAAREAA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中中））
與貴賓名建築師李兆瓊與貴賓名建築師李兆瓊（（左左））,,
市議員市議員、、地產開發商地產開發商DannyDanny
NguyenNguyen（（右右））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年會上還有精彩的舞獅表演年會上還有精彩的舞獅表演，，
炒熱現場氣氛炒熱現場氣氛。。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Wu)(Gene Wu)(右右）、）、及及
德州州議員伍修伯德州州議員伍修伯（（Hubert Vu )Hubert Vu )透過視透過視
頻向頻向AREAAAREAA休士頓分會發表聯合賀詞休士頓分會發表聯合賀詞。。

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左四左四））頒發證書頒發證書，，正式宣布正式宣布20212021年年77
月月3131日為日為「「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日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日」」。。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右二右二））向四位向四位AREAAAREAA領導人頒發了國會領導人頒發了國會
認可證書認可證書（（左起左起））AREAAAREAA休士頓分會會長休士頓分會會長Dan King, AREAADan King, AREAA休休
士頓分會董事會主席李雄士頓分會董事會主席李雄，，AREAAAREAA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AREAAAREAA休休

士頓分會前會長士頓分會前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

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致詞致詞。。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WhitemireJohnWhitemire 致詞致詞。。

貴賓席上的貴賓貴賓席上的貴賓：：AREAAAREAA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國主席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國主席AmyAmy
KongoKongo（（左二左二）、）、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Whitemire (JohnWhitemire (左四左四）、）、著名著名
建築師李兆瓊建築師李兆瓊（（右三右三）、）、著名地產開發商著名地產開發商、、前市議員前市議員DannyDanny
NguyenNguyen（（右二右二））AREAAAREAA名譽主席李雄名譽主席李雄（（右一右一）。）。

題目: 肝癌
講員: 岑瀑濤醫師
時間: 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下午2-4點
活動登記： https://chmagency.com/HOU87LNS 或用手機掃

描代碼
主辦單位: 光鹽社, CHM Inc.
本次講座是由光鹽社和CHM Inc. 合辨，並邀請岑瀑濤醫師為

大家講解肝癌。肝癌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病，初期也因為肝臟不會
疼到的特性，很容易被人忽略。可是，晚期的患者因為癌細胞擴
散而不容易治療，治癒率低，只有早期處理才能提升存活機率。
肝臟位於右上腹，是人體最大的器官，功能之一 是分解體內的廢
物，再經由尿液與糞便排出體外，在身體運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肝沒有神 經，即使 「受傷」 了也不容易被發覺; 如果真
的感覺到肝區疼痛，通常已經有嚴重的肝病，或是長了大顆腫瘤
。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UTHealth）McGovern醫學
院的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擔任主治醫師職位。岑醫師於1999年在
中國中山大學獲取醫學學位，並於2005年在紐約的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醫師於
2008年在德州大學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進行了腫瘤內科
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

這次線上健康講座活動必須在2021年8月7日(六)或以之前
， 到 指 定 的 網 站 上 完 成 註 冊 (https://chmagency.com/
HOU87LNS 或用手機掃描代碼)。在完成註冊後，你將會收到一
封電子郵件有關在線講座活動 ID 及連結。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
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光鹽社健康講座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隨著新學年的開始，哈裡斯縣書記辦公
室將於本週六開放，為需要孩子記錄才能返校登記的出生證明。

組織：哈裡斯縣書記特內希亞·赫德斯佩斯
什麼：回到學校出生證明事件
時間：2021年8月7日，星期六10.m–下午2點.m。
地點： 201 卡羅琳街， 休斯頓， TX 77002（民事法院大樓， 3樓

）
如果您計劃參加，請回復Rosio.Torres-Segura@cco.hctx.net。
"這是我們辦公室首次延長開放時間，專門簽發出生證明。我相信，

這是一個必要的住宿，將幫助許多家庭誰不能在正常辦公時間休假，"哈
裡斯縣書記特內希亞·赫德斯佩斯說。這個試點計劃的成功將決定我們能
否使這一活動成為年度盛事。

將舉行第二次返校出生證明活動：
8月14日，星期六，上午10時.m分 - 下午2時.m在6000煙囪岩路

，休斯頓，TX 77081
有關哈裡斯縣書記服務和更新的資訊，請訪問 www.cclerk.hctx.

net，或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我們@HarrisCoTXClerk。

秋季註冊須知 07/29/2021
秋 學 期 ： 08/14/2021-12/12/2021

即日起 網站開始註冊，7月31日，8月7
日，8月8日10-4 Open House 歡迎家
長到校諮詢，註冊，繳費。家長可根據
孩子的需求選課。報名優惠交費截止日
期:8 月 13 日。付款方式：Check or
Credit Card。請注意：週末班，課後班
分開付費。週六:點擊週六進行選課註冊.
共16週; 週日:點擊週日進行選課註冊. 共
16週;
華夏糖城課後班2021秋季恢復面對面教
學 07/08/2021
鑑於Covid疫情整體好轉、各公共學區均
恢復正常開放、且各公司企業逐步要求
員工回到實體工作場所，糖城課後班暫
定於2021年秋季學期恢復大部分的面對
面教學，個別課程因教師原因保留網課
形式。同時，我們繼續緊密關注疫情的
發展，並與周圍的公立學區保持一致，
若疫情出現惡化，保留將全部課程轉為
線上教學的選擇。新學期報名將於7月
12日正式開啟，歡迎家長通過網站註冊

HSK Registration Form, Deadline:
NOV 6, 2020 10/06/2020
Download HSK Registration Form,

deadline Nov 6, 2020, test date Dec 6,
2020
Huaxia Katy Summer Camp 05/27/2020
家長們好！ 06/01/2020，夏令營ZOOM
網課正式開始！各科老師們將通過在華
夏帳戶的郵箱地址， 發送孩子們上課的
User Name & Password. 請查看您在華
夏帳戶裡的郵箱地址是否正確。謝謝！
華夏katy分校2020春季課程安排收費標
準美篇 12/06/2019

華夏katy分校課後學校課程和時間
安排與收費標準/Huaxia Katy Campus
After School Curriculum and Time sS-
chedule and Fees * 強化班和特別班/
enrichment class and special class
Early Dismissal： 02/14/2020 Friday，
04/03/2020 Friday, 和 5/21/2020 Thurs-
day 12/06/2019

家長們好！我們華夏katy分校課後
班學校提供Early Dismissal 服務。司機
們將比平時課後班提前3小時到學校把孩
子接過來。活動包括中英文故事， 創意
手工，乒乓球， 國際象棋， 唱歌/卡拉
OK， 或繪畫與遊戲等活動。課後班學生
不額外收費。
春假5天及其它3天Day Camp！ 12/05/

2019
春假週 從 03/9 到 03/13/

2020 與 1/20/2020， 2/17/
2020 和4/10/2020： KISD放
假， 學生們不上課！華夏
katy 分校課後班 afterschool

的 schedule 與 KISD同步。孩子們休息
， 老師們放假。應家長們的需求，我們
課後班在春假期間將開放學校接納Day
Camp的孩子們。如果您需要我們照看孩
子，請短信Alice：832-517-8076， 註
明您孩子的全名和年齡年級。只提供全
天服務， 謝謝！ 費用： 收費標準為$40/
天 免費提供：零食，果汁...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停車場的安全須知
02/07/2015

最近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停車場的安
全問題引起了家長和學校校務處的廣泛
重視。由於在送接學生上學、放學的高
峰時段，車輛多，雙向行駛造成混亂。
為避免出現意外，造成人員傷害，車輛
損壞，學校配合家長會制定了停車場安
全的以下規定為保證這一規定的實施，
請大家自覺遵守規則，禮貌謙讓。家長
們請在停車場照顧好自己的孩子, 並按時
接送.如有意不遵守規則且行為惡劣者, 學
校將對其採取第一次嚴重警告,第二次罰
款等措施. 讓我們為孩子們及我們的大家
庭創造一個更安全，更方便的環境而共
同努力！同時，希望更多的家長能積極
參予到維護停車場安全

哈裡斯縣書記本週六首次舉辦返校 出生證明活動

華夏中文學校2021年秋季班將開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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