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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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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8/7/2021

（中央社）據《金融時報》與《印度斯坦時
報》的報導，在歷經數週的穩定下降之後，印度
每日新冠肺炎確診數再次攀升，不免讓人憂心該
國是否要爆發第三波疫情。面對警報再次響起，
印度韋洛爾基督教醫學院病毒學家康安（Gaga-
ndeep Kang）警告，必須盡快阻止疫情的擴散，
否則出現新的變種病毒的機率將大增，而新變種
病毒甚至能感染已接種疫苗的人。

《金融時報》指出，隨著新冠肺炎感染者的
基本傳染數已上升至1以上，意味著印度疫情再
度進入擴張階段。由於第二波疫情達到高峰，印
度政府祭出封鎖等措施成功減緩Delta變種病毒
的擴散，讓該數字在5月份一度下降到0.7左右

。
但隨著相關限制的鬆綁以及商業活動恢復至

大流行前的水平，8月第一週的平均單日確診病
例上升至40460例，成長約6%。印度新冠肺炎工
作小組負責人保羅（VK Paul）警告，基本傳染
數不斷上升的確令人擔憂，也提醒民眾大流行仍
持續當中，不可掉以輕心。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駐新德
里流行病學家沃爾(Brian Wahl)則認為，確診人
數的上升意味著第三波的開始。是時候呼籲民眾
戴上口罩，減少社交活動與接種疫苗。

專家悲觀的表示第三波幾乎無法避免；但除
非出現更毒的新變種病毒，否則不太會像第二波

一樣嚴重打擊印度。沃爾認為， 「第三波很可能
出現，但強度低於第二波；然而，若出現具有抗
藥性的新變種病毒，則一切就充滿未知了」。

《金融時報》表示，新增的確診人數集中在
8個地區，包括喜馬偕爾（Himachal Pradesh）、
查謨(Jammu)與克什米爾(Kashmir)。其中許多為
旅遊勝地，現已解除封鎖以吸引旅客。

目前印度每天接種疫苗480萬劑，不到8%的
人完成兩劑疫苗的施打，27%的人接種第一劑。
儘管疫苗需求甚高，但疫苗不足導致接種的腳步
緩慢。

印度將爆發第三波疫情印度將爆發第三波疫情 專家專家：：恐出現更強變種病毒恐出現更強變種病毒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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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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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or Turner and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raised the
COVID-19 threat level to RED
Thursday afternoon as the Delta

variant has increased
hospitalizations over the past
month.

Hidalgo said, “It’s straining
our staff, it’s straining our
hospitals and it’s imposing
heartbreak and anxiety into so
many families in Harris County.”

She urged everyon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to go and be
vaccinated. She also
recommended that all people
should put on masks no matter
whether you already have been
vaccinated or not.

Harris County Sheriff’s Deputy
Shaun Waters died after
contracting COVID-19 on
Sunday. This is the fifth Sheriff’
s office employee to die after
contracting the virus.

This is so very sad. A lot of
people still don’t want to be
vaccinated. They are really

putting themselves and many
other people’s lives in danger.
We really need to learn from this
tragedy. More than six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eople in the
U.S.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the
COVID-19 and the damage to
our economy and communities
has been so grea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now caused a political crisis in
our state. The Texas governor
and local authorities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s on
how to control the virus. On
Tuesday,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directed all city
employees to wear masks inside
city buildings despite Governor
Abbott’s executive order to the
contrary.

0808//0606//20212021

We Are Entering The REDWe Are Entering The RED
Level AgainLevel Again

休斯敦市長特納和哈里斯郡郡長哈達.果同時宣
布：從今天開始大休斯敦地區將進入紅色警戒
，呼籲全市市民加強對疫情之管制和防範工作
，並建議市民留在家中， 如果在工作场所必须
要打過疫苗。

郡長哈達果在記者會上非常強烈要求居民
一定要立即接種疫苗， 他勸告大家這是科學上
的根據，無關於政黨傾向。

休斯敦浸信會醫院主任護士泰勒表示， 送
到醫院來的重症患者百分之九十八大部分都未
接種疫苗 ，這是害人而不利己的行為。

目前在全市的醫院正有不斷增加的病患 ，
而在全美各地， 德州和佛羅里達州是情形最坏

的兩大州。
我們要再次大聲疾呼，那些還沒有接種疫

苗的人， 是無知或是對自己生命開玩笑， 过去
十九個月的疫情還不夠慘嗎 ？光是美國就已經
有六十六萬人死於新冠病毒 ，這是多麼可怕的
數字。

美國全國為何造成如此難予控制之場面，
主要原因還是中央和地方不同道， 許多共和黨
當政的州大部分不願配合中央疫情單位之指挥
， 他們不願強制人民戴囗罩， 他們覺得是件妨
礙自由的行為。

我們對大休斯敦再次宣佈進入紅色警戒表
示支持， 人命關天， 那些不願注射的人， 希

望他們三思， 要為他們家人、 朋友及市民著想
， 你們就別太自私了吧。

大休斯敦地區發佈紅色預警大休斯敦地區發佈紅色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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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加坡10日起將對完整接種疫苗
者放寬防疫措施，包括允許餐廳內用最多5人
一桌、大型活動最多500人參加。除了輝瑞、
莫德納等當局已批用的疫苗，接種中國科興疫
苗也適用。

新加坡日前本土疫情再度升溫，自7月19
日起，每天新增本土案例都破百，直到8月3
日才降回2位數，連續4天新增本土案例都維
持在90多起。衛生部通報，今天新增97人確
診，包括93起本土案例、4例境外移入，全國
累計6萬5605人確診；本週新增3起死亡案例
，截至目前累計40人病故。

為因應這波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情，新加坡政府自7月22日起加強各樣
防疫措施，包括禁止餐廳、小販中心等餐飲店
內用，限制社交聚會人數最多2人等，原本預
期實施一個月至8月18日。

在疫情逐漸受控之際，新加坡跨部會抗疫
工作小組今天舉行線上記者會宣布，將分2階
段放寬防疫措施，第一階段從 10 日起實施；
若疫情保持穩定，將於19日邁入第2階段。

工作小組聯合領導人之一、財政部長黃循
財表示，自 10 日起，已完成疫苗接種者，社
交聚會人數限制將從最多2人放寬至最多5人
；但尚未接種者仍應維持最多2人。

對於已完整接種者放寬的措施還包括餐廳
內用最多5人；可在室內健身房不戴口罩進行
高強度運動；電影院、宗教聚會、會展、現場
表演、運動賽事、婚禮等大型活動，若所有參

與者都已完成疫苗接種，活動人數可增至500
人；婚宴參與者若都已完成疫苗接種，人數上
限為250人。

另外，黃循財指出，考量小販中心環境通
常比較通風，因此不論是否已接種疫苗，都允
許內用，但最多2人一組。

若疫情持續保持穩定，他表示，19日起將
進一步放寬大型活動人數限制，包括電影院、
宗教聚會、會展、現場表演、運動賽事、婚禮
等，若只有已接種者參加，活動人數最多可至
1000人。景點及購物商場的人數限制也會放寬
。

黃循財說，防疫措施有所區別是為了保護
還沒接種的人，並呼籲尚未打疫苗者盡快接種
。

人口約570萬的新加坡自去年底啟動全國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目前批准使用輝
瑞/復 必 泰 （Pfizer-BioNTech/Comirnaty） 及
莫德納（Moderna）2 款疫苗。據衛生部統計
，截至8月5日為止，在全國接種計畫下，新
加坡 67%人口已完整接種 2 劑疫苗，78%人口
已至少接種一劑。

同為新加坡跨部會抗疫工作小組聯合領導
人的衛生部長王乙康表示，隨著全國接種計畫
覆蓋率提升，新加坡將採取較具包容性的作法
，對於已接種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使
用清單上的疫苗者，同樣適用放寬的防疫措施
。

新加坡放寬已打疫苗者防疫措施

科興也適用

在運動場上一向都有主場優勢的存在, 主
辦的地主隊因天時、地利與人和諸多優勢, 所
以勝贏面比較大, 從美國四大職業運動NBA籃
球、MLB 棒球、NFL 美式足球與 NHL 曲棍球
比賽得到了驗證，至於奧運場上有沒有主場優
勢呢？當然有, 今年日本就是一個例子。

今東奧只剩兩天就結束, 地主國日本已奪
得24面金牌、10面銀牌以及14面銅牌, 數目創
下日本歷史新高, 居本屆奧運第三名, 僅次於中
美之後。日本上屆奧運只獲得12金、8銀及21
銅牌, 排第六名, 今年超越了德俄英, 無獨有偶,
當1964年東京第一次辦奧運時日本也高居第三
, 在之前的羅馬奧運日本只列第8, 所以奧運主
場優勢對日本是大利多, 主因是奧運主辦國在
許多項目都不需經預賽就可自動參賽, 所以日
本今年派出582人龐大隊伍參賽, 儘管失去觀眾
助陣, 但一些具有裁判主觀意識的評審當然佔
有優勢, 所以日本今年在柔道、 角力和滑板三
項囊括了22面獎牌(15金4銀3銅), 其中滑板比
賽是今年新增項目, 日本選手必然已在現場日
夜苦練多時才可輕鬆奪下幾乎所有獎牌, 這就

是主場優勢的威力!
當然主場優勢對其他國家亦若是, 中國

2008年主辦北京奧運以48面金牌大勝美國, 從
前一屆雅典的第二名躍升為第一, 而美國主辦
四次奧運也都強拿第一, 尤其在1984年洛杉磯
奧運會, 由於蘇聯以政治因素拒絕參加, 美國竟
拿下破紀錄83面金牌。

當然,英德法也都曾以主辦國贏得第一, 而
巴西因主辦 2016 年奧運而從上一屆第 22 名提
昇到第13, 希臘也因主辦2004年雅典奧運而使
排名從前一屆第17名提到第15名, 在過往十個
主辦國中，有7國得到最佳獎牌數，有6國獲得
該國史上最多獎牌,可見主場優勢力道有多大!

一個耐人尋味的是, 奧運主辦國在下一屆
參賽時的成績大都會退步, 並落後給新接替主
辦國,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已失去主場優勢, 不
過美國卻例外, 他們主辦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
會時奪冠, 到了 2000 年雪梨奧運時還是第一,
由此可見奧運會主場地對於有實力的國家而言
絕非成敗的關鍵所在。

【李著華觀點 : 奧運主場優勢
東京使日本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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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相關人員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4例

為7月以來最多
綜合報導 東京奧組委公布，奧運相關人員新增確診24例，這是自7

月1日以來新增最多的一次。

自7月1日以來，東京奧組委每日公布奧運會相關人員新增確診病

例，截至目前，已累計達193例。據東京奧組委數據顯示，24例新增確

診病例中，3人為從海外抵日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已入住奧運村；6人

為奧運相關工作人員；15人為奧運外包業務工作人員。

東京奧組委此前決定，參賽選手及相關人員在奧運村及東京奧組委

指定酒店居住時，若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考慮到隱私等原因，將不公

開其國籍、性別及年齡等個人信息。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截至當地時間28日23時59分，日本

當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9576例，創疫情以來新高，累計確診892628例；

當日新增死亡8例，累計死亡15161例。

數據顯示，東京都新增確診病例首次超過3000例，累計確診206745

例；當日新增死亡6例，累計死亡2285例。

由於德爾塔變異毒株在日本迅速蔓延，東京都及其附近的神奈川縣

、埼玉縣、千葉縣等首都圏一都三縣疫情嚴重。東京已處於緊急事態宣

言狀態，三縣目前適用宣言前一階段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日本

政府正在探討對三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對此，日本政府新冠疫情專家小組組長尾身茂表示，若社會各界沒

有危機意識，疫情蔓延還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

國際奧委會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東京疫情擴散與奧運會舉辦沒有

聯系，並強調東京奧運會參會人員均進行過多次檢測，與外界處於隔離

狀態，奧運不會對日本疫情防控產生影響。

新增2760例！
希臘海島疫情不容樂觀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760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確診增至493304例。新增死亡17例，累計

死亡12965例。目前，專家對希臘海島的

疫情走向較為擔憂。

日增病例約為3500例
據報道，希臘肺病教授紮納基斯參考

希臘近來的疫情走向以及根據預後模型指

出，希臘每日新增病例約為3500例。此外

，他還表示，多數新增病例都未接種疫苗

。新增病例中，僅有八分之一的人是在接

種疫苗後被感染的。

然而，即便已經完成了疫苗接種，但

患有基礎疾病且年齡較大的人，或者年輕

但患有基礎疾病的人，抑或正在服用抑製

免疫系統藥物的人都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入住ICU的患者中，有99%的人未接種

新冠疫苗。

海島疫情走向不容樂觀

目前，專家對希臘海島的疫情走向較

為擔憂。

南愛琴海、克裏特島和十二群島屬於

疫情“紅色”區域。專家解釋道，遊客的

高流動性使得德爾塔毒株快速傳播。

帕羅斯島市長馬可· 科瓦約斯表示，

島上的遊客越多，病例也就越多。他還強

調，各商鋪應當嚴格遵守防疫措施，同時

需要更多的警衛進行防疫檢查。

疫苗第三針正在討論中
對於希臘民眾是否需要接種第三針新

冠疫苗，紮納基斯表示此事正在討論中。

紮納基斯稱，“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

答案，目前沒有數據表明我們需要接種第

三針疫苗。不過，根據輝瑞的一項研究，

如果接種第三針疫苗，那麽感染新冠的可

能性會降低11倍。”

希臘遭遇40年來最強熱浪
當局呼籲民眾提高警惕

綜合報導 希臘氣象學家詹尼斯· 卡利亞諾斯通過其社交賬號發文

稱，最近這幾天希臘的熱浪是40年來該國最強烈的熱浪之一。

據報道，此次熱浪從7月27日開始，很有可能持續到8月8日，甚

至更久。

最近幾天，希臘有很多地區的氣溫都在40攝氏度以上。從8月2日

開始，大部分地區將面臨極端氣溫，希臘大陸地區溫度將達到43至44

攝氏度，局部地區甚至能達到45至46攝氏度。

希臘公民保護部7月30日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應對措施，這些措施

包括需要進行戶外作業的企業，雇主對其雇員采取高溫保護措施；當溫

度超過38攝氏度時，立即停止所有戶外工作，雇主需全額支付當日工資

，不得削減；當溫度和濕度條件可能造成窒息時，需要限製工人進行繁

重工作等。

此外，當局還呼籲民眾要提高警惕，采取自我保護措施。在未來幾

天要特別註意高溫可能引起的中暑等健康問題，建議市民待在陰涼的地

方，使用空調或風扇，避免在高溫封閉地區從事體力勞動工作。避免在

陽光下散步或跑步，出門要戴帽子、墨鏡，穿淺色透氣的衣服。多吃清

淡的食物，同時搭配水果和蔬菜，減少脂肪攝入量，需要多喝水，少喝

酒。政府還建議對嬰幼兒、老人和慢性病患者進行特殊照顧，以保護他

們免受高溫影響。

巴西遭寒潮襲擊，南部多地出現罕見降雪
綜合報導 巴西近日經歷寒

潮天氣，該國南部一些地區甚

至出現了罕見的降雪。

據報道，由於極地冷氣團

的影響，巴西多地29日出現降

溫，一些地區夜間出現降雪，

汽車和道路結冰，許多人在拍

照、堆雪人。

巴西最南部的南裏奧格蘭

德州的一名卡車司機伊奧多爾·

貢薩維斯 · 馬爾克斯（Iodor

Goncalves Marques）對巴西環

球電視臺表示，“你知道嗎，

我62歲了，從來沒有見過雪。

能看見大自然的美麗是無法用

言語形容的事情。”另一名

居民若澤林娜· 達席爾瓦· 馬

爾 克 斯 （Joselaine da Silva

Marques）表示，“這太值了，

事實上你感覺不到寒冷，因

為雪讓人很激動，這太棒了，

太棒了！”

巴西氣象公司Somar Mete-

orologia稱，南裏奧格蘭德州有

40多個城鎮出現結冰，至少33

個城鎮出現降雪。

巴西《裏約時報》日報道

稱，南裏奧格蘭德州之北的聖

卡塔琳娜州連續兩日創下年內

最低氣溫紀錄。29日該州最低

氣溫為零下8.6攝氏度，30日為

零下8.9攝氏度。照片顯示，當

地的樹上掛上了冰淩。

據央視新聞此前報道，據

巴西國家氣象研究所消息，此

次寒潮將從7月28日起持續到8

月1日。本周末在南裏奧格蘭

德州、巴拉那州、聖卡塔琳娜

州以及聖保羅州、南馬托格羅

索州、米納斯州南部和裏約熱

內盧以南的地區，出現霜凍的

幾率都很高。路透社指出，預

計此次寒潮會影響巴西咖啡豆

、甘蔗、玉米等作物的產量。

南非多位政要發聲：
反對將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綜合報導 南非多位政要和科學界人

士近日紛紛表態，譴責美國將新冠病毒

溯源政治化，呼籲國際社會科學溯源、

合作抗疫，並認為世衛組織應對美國德

特裏克堡生物實驗室進行調查。

南非外交部副總司長蘇克拉爾在接

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表示，將新冠病毒溯

源政治化顯然是錯誤的，特別是在當前

疫情仍然肆虐的情況下，各國應該展開

合作共同應對疫情。

蘇克拉爾表示，全世界疫情依舊

嚴重，當下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廣大發

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獲得足量

的新冠肺炎疫苗，以防止疫情的持續

蔓延。他指出，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內，世界各國或地區均受到了疫情的

嚴重影響。因此在應對疫情方面，世

界各國或地區應廣泛展開合作，而不

是將其政治化。

蘇克拉爾強調，南非反對將新冠

病毒溯源政治化以及一切“疫苗民

族主義”，並將杜絕因“疫苗民族主

義”而造成的“疫苗種族隔離”等問

題發生。

“我們必須為中國鼓掌。”他指

出，作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嚴重

影響的國家，中國不光在抗擊疫情方

面令世界贊賞，還重視與廣大發展中

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分享抗疫經驗，

並向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各國提供急需

的醫療用品，幫助這些國家或地區共同

抗擊疫情。

南非知名流行病學專家、南非新冠

肺炎疫情部長級咨詢委員會前主席薩利

姆· 卡裏姆教授亦反對將新冠病毒溯源政

治化。他強調，國際社會應以科學、客

觀、公正的態度看待新冠病毒溯源問題

，反對將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現在

不是對他國擺出政治姿態以及指手畫腳

的時候，而是利用智慧收集科學證據的

時候。”

卡裏姆還指出，對中國科興疫苗在

南非獲批附條件緊急使用表示歡迎，科

興疫苗在南非獲批說明其高質量、安全

且有效的品質。

南非執政聯盟成員南非共產黨在其

官網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將新冠病毒溯

源問題政治化。聲明指出，新冠病毒溯

源問題實質上是科學問題，科學合作至

關重要。南非共譴責將科學研究政治化

的企圖，包括以地理位置對病毒命名，

或者因為涉及某些國家而對科學研究進

行攻擊等。國際社會應本著科學、客觀

、公正、嚴謹的精神對待病毒溯源問題

，推動全球抗疫合作。

南非民主獨立黨主席、開普敦市議

員安沃爾· 亞當斯27日在當地主流媒體

發表題為《政治化行徑對國際抗疫合作

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評論文章。他批評

美國部分人將病毒溯源政治化，並認為

世衛組織應考慮對美國德特裏克堡生物

實驗室進行溯源調查。

他指出，全球正在艱難抗疫。然

而正當他國堅持以科學方式抗擊疫情

，美國部分人卻執意將新冠病毒政治

化，這一企圖在病毒溯源方面尤為明

顯。今年初訪問中國的新冠病毒溯源

國際專家組關於溯源的建議是：未來

溯源研究也應擴展到中國以外的其他

地方。多國專家紛紛發聲，應當對美

國、對德特裏克堡生物實驗室進行溯

源調查。該實驗室曾是美國陸軍傳染

病醫學研究所的一個站點，於 2019 年

7月突然關閉。

他強調，華盛頓將科學政治化，持

續政治化病毒溯源、對華輿論攻擊以及

個別政客的表現都指向一個共同事實：

美國有事向世界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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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出席東協區域論壇部
長會議，他除了點名中國在新疆、香港的人權問題，也高度關
切北京快速發展核武，示警中國已嚴重偏離 「最低核威懾」戰
略。

第28屆東協區域論壇（ARF）部長會議今天以視訊方式登
場，由汶萊主持，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會中與26個與
會國外長、東協秘書長林玉輝（Lim Jock Hoi）及歐洲聯盟
（EU）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會面
。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發布的會議摘
要，布林肯除了在會中重申關切北京在西藏、香港、新疆與南
海問題作為，強調民主、資訊透明與問責制在印太區域的重要
性外，也特別對中國核武威脅提出示警。

布林肯表示，北京迅速發展核武，嚴重偏離長年以最低威
懾為基礎的核戰略。普萊斯7月初也曾公開表達類似關切。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6月底揭露，北京在甘
肅玉門興建約120座飛彈發射井。相隔不久，美國科學家聯盟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7 月也發表報告指出

，衛星影像顯示中國3月開始在新疆哈密興建110座飛彈發射
井，工程進度迅速。

FAS報告表示，這是有史以來中國核武最重大擴張工程。
過去幾十年來，北京僅擁有20座洲際彈道飛彈（ICBM）發射
設施，但中共解放軍火箭軍目前在玉門、哈密與他處興建中的
飛彈發射井，估計有250座之多。

參議院軍委會共和黨人今天也推文呼應表示，總統拜登
（Joe Biden）政府是時候認知中國核武迅速擴張帶來的威脅，
美國必須嚴肅看待。

洛杉磯疫情升溫 郡政府要求全體雇員打疫苗

美參院通過法案
挺台灣重獲世衛觀察員身分

（綜合報導）人口約 1000 萬的美國加州洛杉磯郡上週
COVID-19平均單日新增確診2800 例，洛杉磯郡長4日下令，
郡政府11萬名雇員必須在9月底前接種疫苗。

洛杉磯郡政委員會主席索里士（Hilda Solis）4日晚間簽署
一項行政命令，要求任職於郡政府各部門職員，除了健康或宗
教因素，一律在10月1日之前提出疫苗施打的證明。

索里士聲明，郡政府以身作則，希望為郡內的雇主立下模
範，進一步讓感染數字降下來。

加州6月解封，解除口罩、防疫距離等規定之後，感染力
更強的Delta變種病毒入侵，儘管疫苗施打率高，仍然出現染
疫人數大增的情形。上週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平
均單日新增2800例確診，為一個月前的6倍。

據洛杉磯郡衛生局統計，目前年滿16歲者至少施打一劑疫
苗的比例為71.9%。

隨著染疫人數節節上升，政府單位正在提升防疫措施。包
括7月中洛杉磯郡恢復口罩規定，要求民眾就算已經完整施打

疫苗，進入室內一律要戴口罩。
洛杉磯市議會近日將討論一項提案，這項提案要求民眾進

入餐廳、酒吧、賣場、健身房、電影院、體育館等室內空間都
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加州公共衛生局今天下令，要求加州全部醫護人員在9月
30日前完成疫苗接種，健康和宗教因素無法接種疫苗的醫護人
員必須每週接受兩次篩檢。

美國務卿出席東協論壇美國務卿出席東協論壇
示警中國核武威脅示警中國核武威脅

（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今天凌晨通過法案，要強化美國
挺台參與世衛的力道。法案指出，病毒無國界，不應將台灣排
除在全球衛生合作之外，美方應制定策略，協助台灣重獲世衛
觀察員身分。

參議院今天凌晨以 「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方
式通過這部友台法案。法案是由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茲
（Bob Menendez）3月中領銜提出，7 月28日甫獲參院外委會
以口頭表決方式無異議通過，今天就順利在參院院會過關。

法案指出，台灣是全球衛生模範貢獻者，自1996年來挹注
超過60億美元（約新台幣1714億元）經費。去年在成功抑制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境內傳播後，也大方捐出數

百萬件個人防護裝備與檢測試劑給需要的國家。
法案表示，台灣自 1997 年開始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2009年起在美國與WHO理念相近會員國支持下
，加上兩岸關係改善，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之後由於中共反對，台灣自2017年以來已連續多
年未獲邀。

法案強調： 「病毒無國界，不必要地將台灣排除在全球衛
生合作外，只會增加全球傳染病所帶來的危險。」

為強化美方支持台灣國際參與力道，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
，在台灣未取得觀察員身分的每屆WHA會後，須說明美國在
協助台灣的計畫上有做出哪些改變與精進作為。

眾議院外委會3月25日已通過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眾院版
法案。若今天過關的參院版法案之後順利獲得眾議院通過，即
能遞交總統拜登（Joe Biden）簽署後生效。

協助台灣重獲WHA觀察員身分的法案，最早在2017年7
月由時任共和黨籍眾議員游賀（Ted Yoho）提出，當時獲眾議
院通過後就無疾而終；友台議員雖在2019年捲土重來，但也未
能將法案送出國會。

不過，去年爆發疫情，讓國際社會更加意識到台灣參與全
球衛生合作的必要性，法案可望在多年努力後，順利在本屆國
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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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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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普吉將“封島”14天防疫
綜合報導 泰國普吉府日正式

發布公告，宣布自8月3日至16日

期間，禁止各類人員和車輛、船

只、國內航班通過陸路、水路、

空中通道進入普吉島。

普吉府的新冠肺炎疫情近

期 出 現 升 溫 趨 勢 ， 過 去 一 周

該府共報告了約 150 例確診病

例。

根據公告，以下情況不在禁

止之列：運送醫務人員和患者，

運輸藥品、醫療用品、醫用化學

品、日用消耗品、農產品、牲畜

、動物飼料、食用油、汽油、包

裹、建築材料，運鈔，因國際旅

行需前往普吉機場人員，需執行

緊急公務人員，抗洪或其他緊急

情況等。上述人員須提供新冠疫

苗接種證明和出發前72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

公告還規定，入島人員須

下 載 安 裝 相 關 可 追 蹤 應 用 程

序 。“封島”期間，除緊急情

況外，每日 23 時至次日 4 時禁

止所有人員及車輛通過陸路進

入普吉。

對於普吉“封島”，泰國外

交部發言人表示，上述措施不影

響通過“普吉沙盒計劃”入境普

吉的境外遊客，進入普吉受限人

士僅包括目前在泰國且在普吉府

以外的人士。

“普吉沙盒計劃”自7月1起

開始實施，允許符合條件、已完

整接種新冠疫苗的境外遊客免隔

離入境普吉。至7月28日，累計

有12395名遊客通過該計劃進入普

吉島，其中有29人被查出感染新

冠病毒。

當地衛生部門官員稱，已采

取措施隔離所有確診患者，並防

止病毒傳播到社區。未來兩周時

間，當局將評估疫情形勢，以決

定“普吉沙盒計劃”是否應該繼

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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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新冠肺炎疫

情管理中心發言人表示，自今年

4月1日暴發第三波疫情至7月19

日期間，泰國共有49個府的518

家工廠發生集群感染，確診病例

達36861例。

發言人說，泰全國有 15個

府的工廠集群感染確診病例超

過 1000 例，其中佛丕府確診

4464 例為最多，其後依次為碧

差汶府、巴蜀府、龍仔厝府、

宋卡府等。

統計顯示，受疫情影響最大

的行業為食品行業，有99家工廠

發生集群感染，其次為電子、服

裝、金屬和塑料行業。

泰國工業聯合會有關負責人

表示，該會對全國眾多工廠出現

集群感染十分擔心，這種情況如

果持續到8月中的話，可能將影

響國內整個產業鏈，導致部分消

費品供應短缺並影響對外出口。

為此，該會建議政府應集中精力

解決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加緊

采購和接種新冠疫苗。

泰國官方通報，過去24小時

新增1734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新增死亡病例117例。至此，

泰國累計確診病例578375例，累

計死亡4679例。

截至當天，泰國已經接種新

冠疫苗逾1700萬劑，其中有378

萬多人接種完2劑疫苗。

酷熱！東京奧運選手受“烤”驗
多名工作人員中暑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正在進

行中，多國選手稱因天氣酷熱影響

發揮。東京奧組委30日透露，24

日至28日短短5天內，就有20名誌

願者和工作人員中暑，幸而均為輕

度中暑，醫療團隊已著手應對。

隨著東京氣溫攀升至34攝氏

度，上周一名俄羅斯射箭運動員暈

倒，而包括德約科維奇在內的網球

明星曾呼籲推遲比賽時間。

25日的男子10米氣步槍頒獎

儀式上，一名女性誌願者突然倒地

，被其他工作人員用擔架擡走。日

媒稱，她因為高溫天氣而倒下。用

於舉行射擊項目的朝霞射擊場內部

雖安裝了空調，但依然悶熱無比。

7月28日，俄羅斯網球選手丹

尼爾· 梅德韋傑夫表示自己“無法

正常呼吸”，“我想這是我經歷過

最潮濕的一天”。

根據日本消防和災害管理局的數

據，在截至7月24日的一周內，與前

一周相比，日本因中暑被送往醫院的

人數大約翻了一番，達到8122人。而

對於直接暴露在陽光下比賽的運動員

來說，會有更大的風險。

菲律賓奧運首金姑娘歸國
杜特爾特:你是我們的驕傲！

綜合報導 為菲律賓奪得歷

史上首枚奧運金牌的女子舉重

運動員伊迪琳· 迪亞茲從日本返

回馬尼拉。當晚，菲律賓總統

杜特爾特與迪亞茲進行了視頻

通話，杜特爾特祝賀她為菲律

賓人民取得的成就。

杜特爾特對迪亞茲說：

“你的成就讓整個國家欣喜若

狂，你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菲律

賓人民的成就，我們非常地驕

傲。”

杜特爾特還表示，他將授

予迪亞茲一枚總統榮譽勛章，

以及一筆由政府提供的總價值

達1300萬菲律賓比索（約合人

民幣167萬元）的獎金。作為

菲律賓空軍的現役軍人，軍方

還將為她提供一套在家鄉三寶

顏市的房產。

7月26日，菲律賓女子舉

重運動員伊迪琳· 迪亞茲在東京

奧運會女子55公斤級舉重比賽

中奪冠，實現了菲律賓自1924

年參加奧運會以來零金牌的突

破。

迪亞茲來自菲律賓南部三

寶顏市，是一名三輪車夫的女

兒。2019年，她一度因資金短

缺而無法訓練，不得不在網上

發起眾籌，以支撐自己的奧運

夢想。迪亞茲奪冠後，不少菲

律賓企業紛紛送出豪禮，包括

馬尼拉和塔蓋泰市的房產、終

身免費的機票等等。但迪亞茲

的心願是能盡快回家。

根據菲律賓政府目前的防

疫規定，迪亞茲需要在酒店完

成為期7天的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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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空手道奪季軍 港摘奧運5獎牌超歷屆總和

女乒奇兵出奇蹟 香港攞齊金銀銅

面對上屆銀牌得主、世界排名第3的
德國女乒，港隊在5日團體賽銅牌

戰變陣出擊，首場女雙改以李皓晴／杜凱
琹合作，年僅23歲的蘇慧音則首次出戰
單打，結果正如教練李靜賽後所說的
“奇兵出奇蹟”，儘管“李杜配”先在
女雙失利，但蘇慧音卻充分表現出“奇
兵”本色，將對手殺個措手不及。第2場
對韓瑩的單打，蘇慧音迎戰38歲的削球
老將韓瑩，儘管世界排名只得第30位，
但被看低一線的蘇慧音卻展示打不死的
精神，刁時後以12：10搶下首局，第二
局被韓瑩追回9：11後，不慌不忙再以
11：9、11：7連下兩城，為港隊大分追
平1：1。

隨後一場單打，雙打失利的杜凱琹
重新振作，只花了23分鐘便直落3局殺
退索爾佳，港隊大分反超2：1。染了
一頭粉紅髮色的蘇慧音只要再過單曉娜
一關，即可為港乒寫下新一頁。自信滿
滿的她也不負眾望，順利以12：10、
13：11及11：7擊潰對手，個人獨取兩

分，帶領港女乒隊以3：1逆轉，報卻
上屆8強被淘汰之仇，首度登上奧運頒
獎台。

兩師姐鼓勵港青努力追夢
港女乒隊贏得東奧團體賽銅牌，

也是香港歷來首面團體項目奧運獎
牌，臨危受命的蘇慧音可謂關鍵人
物。賽前明言要“搏盡無悔”的她，
坦承沒奢望過會勝出。曾經戰勝國家
隊名將丁寧的蘇慧音說：“今日大家
都拚輸來打，可能叫我們多打一場都
未必贏到。但只要相信，有些事、有
些奇蹟就可能發生。”

相比起李皓晴及杜凱琹，首次亮相奧
運的蘇慧音資歷最淺，今屆女單也未能突
破次圈，5日她突然被委以重任，小妮子
亦大感意外：“其實我都嚇一跳，因為我
以前與兩個對手交手，都是慘敗收場，能
在第一場單打贏出，已經有點不可思議。
我當時都只抱着1分1分的心態去打，而
且到了這地步，已沒什麼可以怕！”今次

這面團體獎牌，也是香港歷來首面團體項
目奧運獎牌，她感謝教練及隊友們一直以
來互相支持：“我們一直都是互相扶持、
互相鼓勵，這是我們取勝的一個很大因
素。有她們在，我才可以沒有包袱去比
賽，因為知道就算輸了，都還有另外兩個
隊友撐着。”

李皓晴及杜凱琹則大讚師妹比她自己
想像中厲害，深信她將來可以更有信心去
比賽。李皓晴亦希望，這面東奧銅牌可以
鼓勵家長，放心讓子女努力追夢：“我們
一直都有在世界賽贏到獎牌，今次連最難
突破的奧運都能夠突破，希望讓香港青少
年運動員更有信心投入全職行列。

在香港由學生轉全職是很難的抉擇，
當時我幸好有父母支持，希望家長能夠讓
子女大膽追夢。”領軍人物杜凱琹則表
示，賽前收到特首打氣說話，很開心可以
達成夢想。她又再一次向港人答謝。港女
乒隊現時平均年齡只有25歲，3年後的巴
黎奧運正是如日中天，可以預期前途一片
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擊）香港東京奧運代表團再有獎牌落袋！女子乒乓球隊5

日在團體賽銅牌戰變陣成功，“奇兵出奇蹟”之下憑蘇慧音取得兩場單打勝仗，以 3：1力克德國

隊，歷史性奪得團體賽銅牌，創下港女乒征戰奧運最佳成績。同時也是港隊繼李靜／高禮澤於2004

年雅典奧運勇奪男雙銀牌後，再次收穫奧運乒乓項目獎牌。此外，劉慕裳5日晚亦在空手道“女子

個人形”項目贏多一面銅牌，港隊今屆已累積1金2銀2銅共5面獎牌，數目超越了歷屆總和。只可

惜李慧詩在女子凱林賽大熱倒灶只得第8名，唯有收拾心情全力準備爭先賽。

國旗區旗同升起 東奧首次
國旗與區旗同時徐徐升起，義勇軍進行曲激昂奏響，祖國

與香港瞬間歡呼雷動，時間彷彿回到1997年回歸時的香港，但
其實是在今屆東京奧運的賽場上，5日早上港女乒團體賽摘
銅，晚上國家隊更在同一賽事奪得金牌。

在女乒團體頒獎禮上，香港特區區旗與中國國旗同時升
起，香港與內地人民一同見證這個高光時刻，奧運競技舞台上
的榮耀感一下子在兩地人民心中緊緊扣連起來。這是繼2004年
乒乓球男雙（李靜/高禮澤銀牌、馬琳/陳玘金牌）及2012年女
子凱林賽（李慧詩銅牌、郭爽銀牌）之後，區旗與國旗再次
“同框”，也是東京奧運的首次。對於奧運前曾經一同備戰的
港乒隊及國家乒隊來說，可謂別具意義。

●● 55日勇奪東奧女乒團體賽日勇奪東奧女乒團體賽
金牌金牌、、銅牌的國家隊和香港銅牌的國家隊和香港
隊合影隊合影““全家福全家福”。”。 法新社法新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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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屆奧運獎牌紀錄
年份

1996

2004

2012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主辦地

阿特蘭大

雅典

倫敦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港將

李麗珊

李靜/高禮澤

李慧詩

張家朗

何詩蓓

何詩蓓

杜凱琹/李皓晴/
蘇慧音

劉慕裳

項目

滑浪風帆

乒乓球男子雙打

場地單車凱林賽

男子花劍個人

女子200米自由泳

女子100米自由泳

乒乓球女子團體

空手道女子個人形

獎牌

金牌

銀牌

銅牌

金牌

銀牌

銀牌

銅牌

銅牌

國際乒聯圖片

● 為香港奪
取東奧乒乓
女團銅牌的
杜凱琹、李
皓晴、蘇慧
音（左起）
在頒獎台上
揮舞鮮花致
意。 美聯社

空手道得手 劉慕裳奪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奧直擊）香港

東京奧運代表團第五面獎牌到手！空手道女將劉
慕裳把握東奧“期間限定”的比賽機會，在“女
子個人形”項目勇奪銅牌，將香港代表團今屆奧
運佳績刷新成1金2銀2銅。

29歲的劉慕裳過去曾在多個綜合運動會為港
爭光，惟由於空手道並非奧運正式比賽項目，今
次多得由東京主辦，才有緣亮相這4年一屆的世界
體壇盛事。她5日晨先在初賽施展兩套拳法，以
26.15平均分，在小組5名選手中列第2名，成功晉
身排名賽。之後再得26.4分列次名，以1.46分之
差屈居後來奪金的西班牙選手，落入晚上的銅牌
賽。

到了最後一戰，劉慕裳與土耳其選手爭銅
牌，最終兩人在表現分同得8.04，劉慕裳憑藉較佳
的技術分，以18.9險勝對手的18.48，成功為港摘
下銅牌。

由於空手道未獲巴黎奧組委接納，3年後已無
望再次登上這個國際大舞台，現役的空手道運動
員也未必會再有機會出戰奧運，劉慕裳這次勇奪
銅牌，不但前無古人，料後亦難有來者。她賽後
本來也感動得淚盈於睫，但堅拒在傳媒鏡頭前留
下眼淚：“奧運會是運動員最高的舞台，能夠參
加已很了不起，多謝所有曾協助我的朋友，這幾
日收到好多支持訊息，很高興知道有很多市民是
因為我，才知道這個（空手道）比賽項目。”她
又表示所有打氣語句都不會為自己構成壓力，畢
竟賽前只一心想着要盡情享受比賽。

劉慕裳又透露，早上比賽之後，一度感到腳
部有點痛楚，但晚上出場之前她下定決心，無論
身體有多疲倦，都要將自己最後的能量發揮出
來，因為不盡力便沒有這面銅牌，不可以讓自己
後悔。她感謝家人的支持：“要多謝好多人，最
想多謝家人，如果沒有家人支持，好難走運動員

這條路，好多謝他們給我空間。”
而劉媽媽則在電視直播中表示，會“煲定靚

湯”等愛女回家享用：“這麼多年來的努力沒有
白費，你真的能夠發揮出你的水平，很替你高
興，雖然之前沒有什麼能夠幫到你，但看到今天

有這樣的成績，感到好驕傲。辛苦了！請好好休
息，我會準備好湯水等你！”劉媽媽又多謝空手
道總會、政府、體院及各方面曾提供協助的人。

劉慕裳最後補充：“下一個目標就是11月的
世錦賽，希望屆時能再為香港多拿獎牌。”

●●劉慕裳終如願以償登上奧運頒劉慕裳終如願以償登上奧運頒
獎台獎台。。 美聯社美聯社

●●劉慕裳在比劉慕裳在比
賽中氣勢強賽中氣勢強
橫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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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8月5日，國
家主席習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國際論壇首次會議
發表書面致辭。

習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在全球健康峰會
上宣布了中國支持全球團結抗疫的五項舉措，其
中包括倡議設立新冠疫苗合作國際論壇，由疫苗
生產研發國家、企業、利益攸關方一道探討推進
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當前，疫情起伏反覆，

病毒頻繁變異。我期待本次論壇會議為全球疫苗
公平可及邁出新步伐，為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注
入新動力，為人類早日戰勝疫情作出新貢獻。

習近平強調，中國始終秉持人類衞生健康
共同體理念，向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
供疫苗，積極開展合作生產。這是疫苗作為全
球公共產品的應有之義。中國會繼續盡己所
能，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對疫情。今年全

年，中國將努力向全球提供20億劑疫苗。中國
決定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捐贈1億美元，
用於向發展中國家分配疫苗。我們願同國際社
會一道，推進疫苗國際合作進程，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根據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和中國人民大學重
陽金融研究院7月29日發布的《全球新冠疫苗應
用圖景報告》，中國疫苗出口量是歐洲疫苗出口

量的227%，是美國疫苗出口量的84倍。截至
今年7月，中國已對外捐贈超2,600萬劑，向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超過5億劑
疫苗和原液，相當於全球總產量的1/6。
中國與18個拉丁美洲國家有直接疫苗
分配與合作關係，已向該地區捐贈
超過 100 萬劑，出口近 2.8 億
劑。

習近平：今年中國將努力向全球提供20億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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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斥美日對中國內政攻擊抹黑
強調新疆人口翻番收入增長 國安法及完善選制令香港恢復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8月4日晚，在第11屆東亞

峰會外長會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圍繞東亞合作發言後，美

國、日本等個別國家提出中國的新疆、香港問題，以人權為由對

中國進行攻擊。王毅當場要求第二次發言，予以嚴厲駁斥。

王毅說，果然不出所料，美國等個
別國家要利用這個多邊平台對中

國的內部事務進行攻擊抹黑。這些陳
詞濫調本不值一駁，東盟各國也都沒
有附和你們，但出於對等原則，中方
當然有權利予以駁斥。

想讓“港獨”再上街？死了這條心！
王毅說，新疆、香港事務都是中

國內政，你們對中國的內部事務指手
畫腳、造謠抹黑，嚴重違反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嚴重破壞國家主權平等原
則。對於這種惡劣行徑，你們來一
次，我們就堅決批駁一次。

王毅表示，這些年來，新疆維吾
爾族人口增長翻番，人均壽命倍增，
居民收入年年增長，教育水平越來越
高，何來“種族滅絕”？要講“種族
滅絕”的話，美國當年對印第安人大
肆屠殺才是真正的種族滅絕。美國到
處發動戰爭，致使大量無辜平民傷亡
才是真正的反人類罪。

王毅說，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政府本着公開透明態度，多次用事實
和數據駁斥各種謊言，新疆少數民族
群眾包括維吾爾族兄弟紛紛站出來用
親身經歷反擊各種虛假信息。美國對
此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你們的良
知何在？信譽何在？你們表現出來的
這種偏執，是典型的西方式傲慢和無
理。

王毅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制定以
及選舉制度的改革恢復了香港的穩
定，完善了香港的法治，確保了香港
居民以及所有在港各國人士的正當合
法權益，使“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
遠，70%的香港民眾對當前局勢感到
滿意。你們現在竟然還要表達所謂關
切，關切什麼呢？是想讓香港重回混
亂動盪嗎？是想讓“港獨”勢力再次
上街嗎？我要明確地告訴你們，死了
這條心吧，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了！

要求域外勢力勿將黑手伸向南海
王毅在會上並就南海問題闡明中

方原則立場，期望各方在南海問題上
做到“四個尊重”，要求域外勢力不
要再把黑手伸向南海。

王毅說，一是要尊重事實。中

國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利用南海
諸島及相關海域，最早開始並持
續、和平、有效地進行管轄。二戰
後，中國政府依照《開羅宣言》和
《波茨坦公告》規定，收復被日本
非法侵佔的南海諸島，這構成了二
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美方曾多次向中
方申請赴南沙群島進行測量。日本
等國官方出版的地圖也把南沙群島
標屬中國。這些都是有史可查、不
容抹殺的事實。

二是要尊重法律。根據國際法，
中國擁有主權的南沙群島自然也擁有
相應的海洋權益。這與後來確定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並無抵
觸。中方從未改變主張依據，也從未
提出新的聲索。有人聲稱中方把斷續
線內海域都據為內水和領海，這是對
中方立場的蓄意歪曲。

三是要尊重共識。堅持由直接當
事國通過磋商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是
中國和東盟各國在《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中作出的共同承諾。各方都應以
實際行動繼續加以恪守和落實，特別
是不採取任何激化矛盾、擴大分歧的
單方面行動，也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脅。與此同時，早日達成更有約
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是中國與東
盟國家確定的新目標。我們已就盡早
達成有效、富有實質內容、符合包括
公約在內國際法的地區規則達成共
識，將繼續克服疫情干擾，堅定向前
推進。

四是要尊重地區國家。在中國和
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勢總體
保持穩定，航行和飛越自由也從未發
生過問題。但個別域外國家唯恐天下
不亂，動輒把大量先進艦機開進南海
肆意挑釁，蓄意誘導其他域外國家來
南海“秀肌肉”，公開在地區國家尤
其是當事國之間挑撥離間。中國和東
盟國家應當對域外勢力的不良居心保
持清醒認識，對任何損害南海和平穩
定大局，破壞地區國家團結合作的行
為堅決說“不”！同時，我們也要正
告這些域外勢力，請你們切實尊重地
區國家為維護和平所做的努力，不要
再把黑手伸向南海！

“東盟在地區合作中心地位不應被架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8月4日晚以視頻方式出席第11屆東亞峰會外長會。
王毅表示，當前疫情形勢更加複雜，經濟復甦進程

仍不平衡，全球和區域治理面臨多重挑戰。東亞峰會成
員匯聚全球疫苗主要生產國、亞太重要經濟體和應對氣
候變化中堅力量，應團結合作，積極作為，在抗擊疫
情、恢復經濟方面作出應有貢獻。

促抗疫合作新措 推綠色發展
王毅指出，一是秉持科學精神，共促抗疫合作新舉

措。要持續擴大疫苗供應，加快接種進度，同時加強疫苗
更新迭代研發合作，共建區域疫苗生產和分配中心。中方
堅定落實習近平主席關於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莊重
承諾，迄今已向世界各國提供超過7.5億劑疫苗。要本着
科學精神開展病毒溯源研究，反對任何政治操弄，真正為
預防下一次大流行提供借鑒。

二是推動綠色發展，打好疫後復甦新底色。要攜手應
對氣候變化，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將堅定走綠
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之路，積極參與應對氣變國際合

作。中方期待峰會發表關於綠色復甦的領導人聲明，加強
環境保護和新能源領域合作。中國支持俄羅斯倡議通過旅
遊復甦促進經濟增長，贊同盡早更新制定新一期《金邊發
展宣言<馬尼拉行動計劃>》，優先對接《東盟全面復甦框
架》，加強疫後復甦政策協調。

三是加強東盟中心地位，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中方支
持東盟發表倡導多邊主義的聲明，願同各方共同維護以聯
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同
時，應警惕各種偽多邊主義，尤其要抵制假借多邊主義在
本地區挑動集團對抗。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不應
被架空，現有的成熟區域合作機制不能再另起爐灶。個別
國家炮製散播虛假信息，粗暴干涉本地區國家內政，嚴重
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網絡攻擊是全球面臨的現實威
脅，應當共同加以應對。在全球範圍內大搞網絡監控和竊
聽活動的“黑客大國”首先應自我反省、改弦更張，而不
是轉移目標，嫁禍他人，無端抹黑其它國家。

王毅最後表示，中國作為負責任國家，願同各方一
道，為推動峰會聚焦抗疫和經濟復甦合作，為有效應對各
種全球挑戰作出自己新的貢獻。

●王毅表示，這些年來，新疆維吾爾族人口增長翻番，人均壽命倍增，居民收入年年增長，教育水平越來越高，何來“種
族滅絕”？圖為早前行人走過位於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的新疆國際大巴扎的攤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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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將未接種疫苗者妖魔化對為何將未接種疫苗者妖魔化對
提高接種率沒有幫助提高接種率沒有幫助

Dr. Tiffani Jenae Johnson, Pediatric EmergencyDr. Tiffani Jenae Johnson, Pediatric Emergency
Medicine Physician, UC Davis ChildrenMedicine Physician, UC Davis Children’’s Hospitals Hospital

戴維斯加大兒童醫療中心（UC
Davis Children’s Health Center）小兒
科醫師強森（Tiffani Johnson）7月 30
日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由於美國低收入少數族裔居民
在獲得服務和取得訊息方面存在障礙
，所以許多人還未接種新冠疫苗，卻
被不公平歸咎是造成最近新冠病例激
增的原因。

強森說： 「他們在獲得醫療服務
方面存在許多障礙，在獲得疫苗接種
方面也存在同樣的障礙。」 強森是這
場新聞發布會請到的四位嘉賓之一，
會議主要討論現有疫苗對抗美國目前
最主要病毒株delta變種病毒的效力。

強森說： 「有些政治人物毫不遮
掩地說，隨著疫情不斷惡化，現在是
開始責怪未接種疫苗者的時候了。然
而，在新冠病例持續激增之際，實際
狀況要比光是用手指指著未接種疫苗
者斥責要微妙得多。」

凱瑟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7月21日提出的報告指出
，超過68%的美國人口已經至少接種
一劑輝瑞（Pfizer）或莫德納（Moder-
na） 疫 苗 ， 或 是 已 接 種 單 劑 嬌 生
（Johnson and Johnson）疫苗。

但是，截至7月 19日，美國絕大
多數的州只有不到一半的非裔和西語

裔人口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凱瑟家庭基金會提供的數據顯示

，在42個通報非裔接種率的州當中，
有38州的非裔接種率低於50%，其中
14州的非裔接種率不到三分之一。在
40個通報西語裔接種率的州當中，有
34州的西語裔接種率不到一半，其中
10州的西語裔接種率不到三分之一。

以色列衛生部7月公布的一份研究
報告表示，雙劑的輝瑞疫苗控制delta
變種病毒傳播的有效率為39%，但在
避免出現重症或住院方面的有效率為
80%到90%。蘇格蘭6月發表的一份研
究報告指出，未接種疫苗者感染delta
變種病毒的住院率是已接種疫苗者的
兩倍。

強森坦言，低收入少數族裔人口
在獲得雙劑輝瑞或莫德納疫苗，或單
劑嬌生疫苗上有多重障礙。傳統上對
少數族裔的差別對待（redlining）導致
少數族裔被隔離在醫療服務荒漠中；
銀行經常拒絕貸款給特定群體，因為
他們居住的地區被視為具有高財務風
險。

強森還指出，家中沒有網路服務
的民眾在預約疫苗上可能有困難，交
通也是一大問題。她說： 「如果你的
住家5英哩外有一個疫苗接種站，但
如果你沒有汽車，5英哩走起來可是一
段很長的路程。」

弱勢群體中大部分的人都是賺時
薪的勞工，不上班就沒有收入。

強森說： 「一個時薪勞工如果只
能在他的工作時間裡預約到疫苗，他
就必須請一到兩個小時的假前往接種
疫苗，那他就會失去這一、兩個小時
的收入。」 她指出，人們還向她表達
擔心接種疫苗後的副作用，例如發冷
、發燒、身體疼痛、虛弱和其他症狀
。

強森表示，出現這些副作用可能
也需要請假在家休息。她說： 「因此
，他們要嘛就不接種，要嘛就試著等
到可以連續放兩到三天假時才去接種
。」

強森還指出，少數族裔民眾對沒
聽過或沒看過的醫療系統普遍存在不
信任感。她說： 「多年來，我們一直
在欺騙、虐待這些群體，現在突然對
他們說： 『嗨，寶貝，我很抱歉，我
愛你。』 並期望他們相信我們。但是
，信任是需要贏得和建立的，它不可
能在一夜之間發生。」

強森表示，她並不贊成強制接種
疫苗，也不贊成使用許多公共場所和
職場要求民眾出示的疫苗護照。

強森說：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
創造出一個兩級系統，讓某些群體無
法獲得福利和融入社會。我覺得，我
們必須致力教育社區，並賦予社區權

力。」
強森還說： 「鑑於我概括的疫苗

接種障礙，我認為，在我們完全消除

這些障礙之前，創造一個兩級系統是
不公平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造成兒童,青少年
自殺率和暴力暴增、也因為疫情關係
、人們產生抑鬱、焦慮、恐懼失眠、
緊張等不良情緒的狀況。並且需要應
對多方面的挑戰、包括社交和家庭關
係、經濟和工作上的挑戰以及健康問
題等。因而造成不同年齡層的心理健

康惡化。
我們很榮幸要邀請到著名心理學

家鄭沛寒博士為您講解、 疫情期間如
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歡迎僑社朋友
踴躍參加!

時間: 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上午

10-12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82372947053

會議號碼Meeting ID: 823 7294 7053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光鹽社 、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休士頓華
裔護理協會 、慈濟德州分會。

主講人: 鄭沛寒(Pei-Han Cheng)
博士是紐約州的執業心理學家和布魯
克林學院的助理教授。她的專長包括

情感關係、自我認同及發展、飲食失
調症與亞裔民眾的心理健康。鄭博士
還為公司跟機構提供多元文化、領導
力和員工健康的培訓工作坊。她在哥
倫比亞大學輔導心理學系獲得博士學
位。

美國國務院第六季美國國務院第六季Center StageCenter Stage計畫計畫
台灣台灣、、阿根廷及亞美尼亞表演團體赴美巡迴名單公布阿根廷及亞美尼亞表演團體赴美巡迴名單公布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212021秋季班招生秋季班招生

健康講座- 疫情期間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2021年秋季
班，將於8月21日（星期六）開學，即日起開始接受網絡
報名註冊。

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是休士頓地區成立40多年且
頗具規模的中文學校，目前為兒童五歲以上及青少年開設
學前班至第九冊繁簡體中文，成人初級至進階班課程，以
及書法課（招收10歲以上青少年及成人），鋼琴課及成
人韻律等才藝課程。另外也有一對一的中文班，方便個別
的學習需求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學校自去年三月開始實施網絡教
學，讓學生得以持續上課，學習不中斷。除了課本學習，
學生也參加僑委會舉辦的【海外正體漢字文化節】的線上
朗讀比賽，成果豐碩，大大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樂趣和學習
成果。尤其成人班在線上虛擬場景，扮演劇中人物講話的

表現，更是令人讚賞。一年多來，教師們充分利用網上資
源與學生每週空中見面，獲得家長極高的評價與肯定。

秋季班將於8/21（星期六）開學，這學期學校採取每
個月一次回到學校實體上課，三次線上上課的彈性方式，
方便師生雙方可以適時溝通和評量實際學習情形。該校經
由網絡註冊和繳費方式已行之多年，手續方便操作簡單，
節省時間。歡迎有興趣學習的成人和青少年，即日起上網
報名，加入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的行列。

報名網址：www.ccchouston.org/Education/Chinese-
school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Hous-
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 -271 -6100 ext.160 莊校長

（本報訊 ）美國在台協會很榮幸宣布，屏
東 「滯留島舞蹈劇場」及台北 「雙子二重奏」
將參與美國國務院第六季Center Stage計畫，於
2022-2023年度受邀至美國巡迴演出。誠摯恭喜
這兩組台灣表演藝術團體！

這是Center Stage計畫首次將台灣納入這項
美國國務院備受矚目的文化交流機會。美國在
台協會感謝台灣文化部及本地文化新聞平台的
協力推廣，第六季 Center Stage 計畫總共收到
198個表演藝術團體的提名，其中有123個來自
台灣，深刻凸顯台灣蓬勃發展的表演藝術文化
。

Center Stage 計畫 (www.CenterStageUS.org)

為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
局發起的文化交流計畫，並
由新英格蘭藝術基金會製作
。第六季Center Stage計畫將
邀請六個來自台灣、阿根廷
及亞美尼亞的當代音樂及舞
蹈 劇 場 表 藝 團 體 ， 於
2022-2023年度分別前往美國
巡迴演出一個月，以促進藝
文團體的國際交流，並增進
各團體與觀眾在台上、台下
和線上的互動。

受邀的表演藝術團體將
透過實體及線上的表演、工

作坊、演後座談、藝術家即興表演、聚餐等各
式活動，與美國各地的社群交流互動，以促進
相互理解。自2012年首季Center Stage計畫啟動
以來，麗莎布特管理公司即承辦計畫執行業務
，協助設計並規劃藝術家巡迴駐村計畫。駐村
計畫現正安排中。

全球表演藝術團體巡演：新挑戰及新機會
經過一段時間的疫情限制和邊境管制之後

，Center Stage計畫再次啟動，為表演藝術者及
藝術家提供機會，讓尚未在美國市場立足的各
國、各文化藝術創作者，深化與美國民眾的相
互理解和人際交流。

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說： 「文化交流

是人們跨越國界，與各國建立相互尊重的有力
途徑。」

第六季Center Stage計畫表演藝術團體
滯留島舞蹈劇場 (台灣屏東) 美國首演：
在編舞家張忠安的帶領之下，滯留島舞蹈

劇場善於以新穎且富有創意的肢體動態，探索
空間、時間、動作和手勢之間的對話。滯留島
舞蹈劇場傑出的舞蹈表演不僅情緒豐沛，也藉
由對社會時事的關懷，破除心理、情緒和肢體
整合的侷限性。

雙子二重奏 (台灣台北)：
雙子二重奏由雙胞胎兄弟擊樂演奏家 — 簡

任廷、簡任佑所組成，這對擊樂新星和山葉樂
器藝術家致力於將台灣民謠推廣至國際，對於
西方古典音樂和當代作曲的詮釋敏銳獨到，令
人著迷。

Cachitas Now! (阿根廷拉普拉塔) 美國首演
：

Cachitas Now! 樂團由LGBTQIA+成員所組
成，擅長透過南美洲傳統民俗音樂滾比亞樂風
，展現狂熱奔放的拉丁情懷，其鮮明獨特的呈
現方式，勇敢挑戰社會常規，並以經典情歌擁
抱差異、歡慶社會包容。

Fémina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女子三人組樂團Fémina以電子民謠

打底，融合主唱和諧的嗓音，創造出輕快迷幻
的曲風，樂曲主題著眼於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

。
MVF Band (亞美尼亞葉里溫)：
MVF Band 樂團的主唱Miqayel Voskanyan及

樂手主要以亞美尼亞傳統長柄11弦琴塔爾琴進
行演奏，結合多聲部和弦、各國旋律及爵士緊
湊曲風即興創作。其充滿活力、無法被歸類的
精湛演出，走紅於亞美尼亞夜店、音樂廳和民
謠藝術節。

The Naghash Ensemble (亞美尼亞葉里溫) 美
國首演：

The Naghash Ensemble由七位技藝精湛的聲
樂家和音樂家組成，並由亞美尼亞裔美籍作曲
家兼鋼琴家John Hodian領銜演出，重新詮釋亞
美尼亞傳統宗教音樂，其浩浩湯湯的曲風為古
典樂界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Center Stage計畫簡介：
Center Stage為美國國務院文化交流計畫，

旨在邀請國際表演藝術家前往美國表演，並與
美國各地社群見面分享經驗。自2012年以來，
Center Stage已經接待來自9個國家、29組表演
藝術團體，以及將近 200 位藝術家，至美國 35
個州和華盛頓特區數百個美國社區進行表演。
除了六個來自台灣、阿根廷及亞美尼亞的表演
團體將於 2022-2023 年度進行表演之外，五個
來自哥倫比亞和祕魯的表演團體也將於2022年
2月至6月在美國首演。第七季Center Stage預計
將於2023-2024年度舉行。

（本報訊）因為疫情的關係造
成兒童,青少年自殺率和暴力暴增
、也因為疫情關係、人們產生抑鬱
、焦慮、恐懼失眠、緊張等不良情
緒的狀況。並且需要應對多方面的
挑戰、包括社交和家庭關係、經濟
和工作上的挑戰以及健康問題等。
因而造成不同年齡層的心理健康惡
化。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著名心理學
家鄭沛寒博士為您講解、 疫情期
間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歡迎
僑社朋友踴躍參加!

時間: 2021 年 8 月 14 日、星期
六、上午10-12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82372947053
會 議 號 碼 Meeting ID: 823

7294 7053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光鹽社 、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休士頓華
裔護理協會 、慈濟德州分會。

主 講 人: 鄭 沛 寒 (Pei-Han
Cheng) 博士是紐約州的執業心理
學家和布魯克林學院的助理教授。
她的專長包括情感關係、自我認同
及發展、飲食失調症與亞裔民眾的
心理健康。鄭博士還為公司跟機構
提供多元文化、領導力和員工健康
的培訓工作坊。她在哥倫比亞大學
輔導心理學系獲得博士學位。



AA1212廣告
星期六       2021年8月7日       Saturday, August 7, 2021

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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