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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土安全部示警美國土安全部示警 911911事件事件2020周年恐催化極端暴力周年恐催化極端暴力
（中央社）美國國土安全部（DHS）今天在新發布的

恐怖主義警示中表示，911恐攻事件20周年紀念日和即將
到來的宗教節日，可能會引發極端分子的攻擊。

國土安全部在這份 「全國恐怖主義警報系統公告」
（National Terrorism Advisory System Bulletin）中並未明
指任何具體威脅，但提到美國正處於 「威脅加劇的環境」
，而受種族和族群仇恨驅使及不滿防疫限制措施的暴力極
端分子，又讓情況更加惡化。

國土安全部發布警告，是要提醒民眾和各州及地方政
府機關留意。這些警示反映了其他執法部門蒐集來的情報
。

美聯社報導，國土安全部5月也曾發布類似警示，今天
的公告是後續。國土安全部表示，國內極端分子仍是美國
執法機關眼中的全國首要威脅之一，至少今年內都是如此
。

國土安全部表示，在阿拉伯半島活動的極端組織蓋達

（al-Qaida）近期發行了4年來第一份英語版Inspire 雜誌
，似乎是要搭上911事件20周年紀念日。2001年9月11日
發生在紐約等地的一連串恐攻事件，主謀為蓋達組織，造
成約3000人喪命。

國土安全部表示，911事件20周年和即將到來的節日
「可能會成為具針對性的暴力行為催化劑」 。

國土安全部還提到，國內極端分子基於宗教和族群仇
恨，過去曾攻擊宗教場所和集會，但目前在這些地點並未
發現任何 「可信或迫在眉睫的威脅」 。

一如先前的公告，國土安全部今天仍對那些 「受個人
恩怨和極端觀念信仰驅使」 的國內極端分子和外國影響表
達憂慮。

國土安全部指出，與俄羅斯、中國和伊朗政府有關聯
的媒體協助散播各種陰謀論，包括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疫情起源、疫苗效力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助
長了對亞裔族群行使暴力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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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ister’s house is
located in Potomac near
the DC area. In this small
town there are many
mansions with an average
of two acres of land on
each property. Many
houses are surrounded
by large trees and
gardens. There are many
old money families in the
town such as the
Rockefeller and Kennedy
families. Many politicians
and billionaires also live
there.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people: one are the
politicians; of course, this
i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world; another kind of
people are lawyers. There

are so many big law firms
in the DC area. There are
also the power brokers
and deal makers. We also
have many diplomats
stationed in DC. They are
representing their
countries in America.
Most of them are
considered the best
ambassadors
representing their nations.
When we walk on the
street we also see many
think tank institutes in the
building. The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hire the retired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 had a chance to visit the
Hudson Institute
yesterday which was

founded in 1961 by the
strategist, Herman Kahn.
The Hudson Institute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thinking and helps
manage strategic
transitions to the future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defen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s, healthcare,
technology, culture and
law. They sponsor a
vigorous program of
publications, conferences,
policy brief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Many colorful and political
events are going every
day in this exciting city.
People love parties. They
make their deals at the
cocktail parties and feel

they can talk freely and
more relaxed to express
their views. Many of the
deals could be made in
the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nd not in an office.

We are so fortunate to
become a part of the
action in this city. As a

media person we witness
a lot of politicians going
up and down and coming
and going. Many of them
become world leaders
and they will need to
guide our nation and also
the world.

0808//1414//20212021

From The NationFrom The Nation’’s Capitals Capital

在我居住的帕多馬克市,是華盛頓地
區最富有的區域之一，這𥚃 的居民不是
富則貴的社區，房價至少在百萬以上，
佔地平均是二英畝，大部分的豪宅是傳
代的老錢，包括甘廼迪及洛克菲勒大家
族在內。
華府地區有四多，政客多，律師多

，外交官多，智厙多，由于各國政府對
美國之重視，都選派最優秀的大使來到
華府，這些外交官多半也是當政者之親
信，在這個美國首都每天上演著不同的
政治戲碼。
今天來到賓西法尼亞大道上華府著名

的哈遜研究中心拜訪，該中心是硏究和
推展美國未來在國防、外交、經濟、文
化、衛生及法律之發展，目前已經有許
多川普时代的高官在該中心參與研究工作

，他們也歡迎年輕學子參加工作，並且
定期舉辦各種硏討學術活動，也更是為
美國培養政治領袖人物之搖欄。
由於世界局勢之動盪不安，在華府

來洽公談判的外交代表也因而增多，這
些智厙也是他們必來取経之地。當政黨輪
替之時，下台的高官經過一道旋轉門，
他們可以出書，加入智厙及出任大公司董
事職務而致富。
華府這個充滿活力集會派對的政治中

心，是許多人的最愛，它決不會令你寂
寞，永遠的派對在等待著你去參加，多
少政治風云變化及官㘯上的起落時刻在上
演中。
我喜歡華府的生活方式和氛圍，這

裡的大環境充滿了希望，他們的決定影
響著億萬人的命運。

我在華府看世界我在華府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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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委內瑞拉政府當天與反對派代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開始新一輪對話，尋求
解決國內政治危機。此次對話預計將持續到8月16日。
報導稱，委政府與反對派代表及挪威、墨西哥等協調方代表，在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簽署舉
行了對話啟動協議。委內瑞拉雙方簽署了一項諒解備忘錄，內容涉及政治權利、選舉議程、尊重
法治、取消外國製裁、放棄暴力、社會保護措施及對已達成協議的執行保障等。

雙方代表在隨後的講話中也一致表示，當務之急是盡快達成雙方可接受的協議，保證委內瑞
拉民眾的利益。

路透社報導稱，委內瑞拉政府代表團團長豪爾赫•羅格里格斯（Jorge Rodriguez）在會談開始
前強調，“我們已經知道了分歧所在，現在的任務就是找到一個‘交匯點’，確保委內瑞拉人民
的未來與幸福。”

委反對派代表團負責人布萊德（Gerardo Blyde）也表示，談判工作將會是複雜、困難的，雙
方都需要做出一定讓步，從而“達成中間立場”。

委內瑞拉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
在挪威政府的斡旋下，委內瑞拉政府和反對派自2019年5月以來已舉行多輪對話。但同年8月

，由於美國政府加大了對委內瑞拉的製裁力度之後，委總統馬杜羅宣布中斷與反對派在加勒比海
島國巴巴多斯舉行的對話，以抗議美國的無端制裁。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2019年1月當選委議會主席，隨後自封“臨時總統”，獲美國
及拉美部分國家支持。自同年4月30日企圖發動政變失敗後，瓜伊多在國內和國際上支持率不斷
下降。 2020年12月，瓜伊多及部分支持他的黨派拒絕參加委議會選舉。

委內瑞拉政府與反對派在墨西哥簽署備忘錄委內瑞拉政府與反對派在墨西哥簽署備忘錄，，啟動新一輪協商對話啟動新一輪協商對話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報
告的感染新冠病毒拉姆達變體（Lambda）的首例患
者，原來是與東京奧運會相關人員。

這名30多歲的婦女曾前往秘魯，拉姆達變體最
初是在秘魯被發現，人們擔心這種變體的傳染性更
強，對疫苗也更有抵抗力。據消息人士透露，她於7
月20日抵達東京羽田機場。在機場進行的新冠病毒
檢測呈陽性後，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就確認她感
染了這種變異病毒。

美媒《野獸日報》也報導了該病例與奧運直接
相關的新消息，並指出在日本厚生勞動省7月30日
和8月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卻並未提及病例感染的
是拉姆達毒株，一直到8月6日晚才發布消息，是日
本政府“在奧運會期間，故意不讓致命的新冠病毒
變種出現在新聞發布會上”。

一名匿名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NIID）工作
人員在接受《野獸日報》採訪時透露，厚生勞動省
“故意”在記者會和新聞稿中“遺漏”了有關信息
。

消息人士對共同社說，這名婦女沒有出現任何
症狀，很可能已被轉移到隔離設施。

東京奧組會每天公佈與奧運會有關的新冠肺炎
病例數，但沒有透露被感染者的國籍和感染的新冠
病毒變體類型。與東京奧運會相關的病例總數為553
例。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將拉姆
達變體指定為“感興趣的變體”，比德爾塔變體低
一級，德爾塔變體被列為“須關切變體”。拉姆達
變體在日本尚未被指定為“感興趣的變體”或“須
關切變體”。

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所長脅田隆字（Takaji
Wakita）本週早些時候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如果涉
及拉姆達變體的病例增加，將考慮將其列為“感興
趣的變體”。脅田隆字也是日本厚生省大流行應對
小組的主席。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拉姆達變體比病毒的原始
版本對疫苗更有抵抗力。

柬埔寨向泰國開放邊境柬埔寨向泰國開放邊境，，但禁止民眾跨省流動但禁止民眾跨省流動
（綜合報導）柬埔寨政府於13日起允許在泰國務

工的柬埔寨國民回國，但是禁止民眾跨省流動。
7月，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惡化引發勞工回

國潮，為遏止從泰國輸入的德爾塔變異病毒，柬埔寨
政府此前指示與泰國接壤或鄰近的國公省、菩薩省、
馬德望省、拜靈省、卜迭棉芷省、奧多棉芷省、柏威
夏省和暹粒省實行“封城”令，並要求在泰國的柬勞
工在兩個星期(7月30日至8月12日)內暫時不要回國，
否則將會在柬泰邊境被阻擋。

柬埔寨政府開放柬泰邊境後，當天便有大量的柬
埔寨勞工踏上了回國之路。這些勞工在返回柬埔寨之
前，已被泰國當局在邊境隔離了14天。 8月13日結束
隔離後，他們被泰國軍隊使用卡車運送至柬埔寨邊境

。
據馬德望省政府官員預計，當地關口每日將有300

至500名勞工返柬。泰方負責把柬籍勞工安全地送到
柬埔寨邊境，柬方則完成檢測和登記工作。

目前，柬埔寨在與泰國接壤的省份已臨時搭建多
個收治和隔離中心，按規定，邊境各省禁止人員跨省
流動，所有回國勞工必須接受新冠病毒快速檢測，並
在邊境隔離中心接受隔離觀察，以防止疫情進一步擴
散。

據柬埔寨衛生部13日通報，截至13日上午，全國
累計新冠確診8萬4262例，累計治愈7萬8972例，累
計死亡1654例。其中，12日新增確診423例，新增治
愈541例，新增死亡20例。

日本首例拉姆達毒株感染病例日本首例拉姆達毒株感染病例
被證實是東京奧運相關人員被證實是東京奧運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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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澳大利亞就被正式困住了？
澳出境管控措施引爭議

綜合報導 據澳大利亞天空新聞臺報道，澳大利亞從當天開始針對

本國公民實行更嚴格的出境政策，國民在離開澳大利亞前，須提前向邊

檢部門遞交特殊申請。澳媒稱，澳政府在沒有正式公布的情況下，於上

周悄然修改了出境管控措施，這讓許多人措手不及。

根據新規定，長期生活在海外的澳大利亞人因探親等事由短期返澳

後，如果想重新出國前往海外居住地，必須向澳政府證明其確實在國外

長期生活，包括出具外國駕照、海外住房租賃合同、海外雇主雇用證明

等。與此同時，長期生活在澳大利亞的澳本國公民如希望出境，則必須

滿足更嚴格的限製性條件，如出境系服務於國家利益，或是為了開展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或是去別國接受澳本國無法提供的醫療服務等。

澳9News新聞網報道稱，這些措施旨在盡可能減少旅居海外的澳大利亞

人回國。目前，約3.4萬名旅居海外的澳大利亞人在排隊等待返澳。

升級版限製出境法規的出臺引發不小爭議。堪培拉大學公民法專家

魯本斯坦表示，上述法規的收緊令人擔憂，這意味著“不管你居住在世

界上什麼地方，只要來到澳大利亞，就被正式困住了”，其合法性令人

質疑。在公益請願網站change.org上，已有人發起了一項反對澳政府加

強出境管控的請願。值得註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許多國家都設置

了嚴格的入境限製，但澳大利亞卻是全球少有的限製本國公民出境的國

家。

據澳大利亞衛生部門數據顯示，11日全澳新增確診病例368例，其

中新南威爾士州新增確診病例344例，維多利亞州新增確診病例20例。

本輪疫情暴發以來全澳累計確診病例突破6000例。悉尼市的封鎖已進入

第7周，第二大城市墨爾本11日宣布延長封鎖7天。

德國8月底前大部分室內場所
將僅允許已接種者和已檢測者入內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各州州長再度舉行防疫政策磋商後達

成決議，宣布最晚將於今年8月23日起僅允許已接種疫苗、已感染新冠

病毒後痊愈以及已在24小時內做過新冠快檢(或48小時內核酸)的人士進

入大部分室內場所。她與各州州長當天呼籲全體民眾盡快接種疫苗。

德國境內疫情自7月初以來一直呈現反彈態勢。該國疾控機構當天

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2480人、19人，累計確

診3794429人、死亡91803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接種9530萬劑次疫苗

，共有45842065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的55.1%。

默克爾當天與各州州長就秋季防疫政策以及援助洪水受災地區事宜

舉行了磋商，並達成前述決議。

根據這一決議，最晚8月23日起，只有上述三類人群被允許進入醫

院、養老院、餐館、會場、按摩理發店、體育場館和酒店等室內場所。

該規定適用於已年滿六歲的人。決議同時提出，如果一個縣的“平均每

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病例數”持續穩定在35以下，則該州可以自行決定

當地是否全部或部分中止執行這一政策。

決議同時宣布，將從10月 11日起停止為公眾提供迄今為止已執

行近半年的免費快速抗原檢測服務，但因身體原因無法接種疫苗或

不適合接種疫苗(如孕婦、兒童、18歲以下青少年)的人群仍可繼續享

受這項服務。

默克爾當天在記者會上呼籲已經接種過疫苗的民眾積極在好友、家

庭和體育同好等圈子中傳播接種疫苗的信息，鼓勵他人接種。“因為這

不僅是對個體，而是對我們所有人的一種保護”。

希臘8月疫情狀況將決定秋季形勢
醫護不願強製接種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希臘新

增2595例新冠確診病例，目前累計確診

516785 例；新增死亡 20 例，累計死亡

13097例。

8月疫情狀況將決定秋季形勢
據報道，預計八月中旬，希臘的疫情

形勢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秋季到來時，人

們將能過上何種生活。

根據科學家們的預測，最樂觀的一

種情況是，病例數量不會出現大的增幅，

將保持在每天新增2650例左右。不過，8

月15日聖母升天節期間將是民眾出行度

假的高峰期。隨著人員流動的增加，感

染德爾塔變異毒株的病例數量也會隨之

增長。

希臘傳染病學專家戈戈斯表示，考

慮到目前感染該病毒的患者大多年齡集

中在 25 至 35 歲，且老年人的疫苗接種

率相對也比較高、國家衛生系統現在在

管理這一流行病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經

驗，因此病例數量出現指數級增長的可

能性較小。

不過，他警告

稱，8月 15 日舉行

的節日慶祝活動可

能會帶來問題，並

建議民眾嚴格遵守

防疫要求。他還呼

籲，度假回來的人

們盡量減少與外界

接觸，避免將病毒

傳染給其他人。同

時，民眾應該在度

假返回後的第二天

和第五天進行病毒自我檢測，確認自己是

否被感染。

衛生工作者不願強製接種疫苗
希臘公立醫院工作者聯合會日前已向

衛生部、內政部、勞動部和財政部發出法

律函件，稱衛生工作者們將不會響應強製

接種新冠疫苗的計劃。

此前，該聯合會已表示，將會采取一

切可能的法律手段，來推翻政府要求就職

於養老院工作人員以及醫護人員接種疫苗

、否則將被強製無薪休假的決定。

希臘公立醫院工作者聯合會在發出的

法律函件中辯稱，命令員工出示疫苗接種

證明或健康狀況證明侵犯了個人數據隱私

權，特別是涉及員工敏感健康信息的部分

。並補充說，強製接種的規定，侵犯了那

些選擇不接種疫苗的人的憲法權利。

出生重量相當於1個蘋果大小
世界“最小嬰兒”出院

綜合報導 出生時僅212克重的世界

“最小嬰兒”——郭玉萱，上月終於從

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出院。據報道，經

過長達13個月的治療，出生重量相當於

1個蘋果大小、身長約23厘米的郭玉萱

目前身體狀況良好，出院時的體重已達

到6.3公斤。

據報道，郭玉萱的母親懷孕時被診

斷出患有先兆子癇，不得不提前4個月

進行剖腹產生下孩子，否則該病對母親

和孩子都有致命危險。郭玉萱出生時大

腿僅有成年人1根手指那麽粗，身體非

常虛弱，肺部尚未發育完全，不得不用

呼吸機維持呼吸，連醫生都認為她的

“存活機會有限”。

幸運的是，經過多輪治療和在醫

護人員的悉心照料下，這名世界“最

小嬰兒”活了下來，目前已出院回家

。由於患有慢性肺病，14個月大的郭

玉萱在家也要依靠呼吸機供氧，不過

醫生表示，郭玉萱的狀態將會越來越

好。據悉，郭玉萱的治療費用高達 89

萬元人民幣，為配合未來長期治療，

她的父母已眾籌超過 170 萬元人民幣

的醫療費。

“大魔頭”自爆身亡後
眾多“博科聖地”成員投降

綜合報導 據尼日利亞媒體PMNews

網站報道，在上千名“博科聖地”恐怖

組織成員及家屬向政府軍投降之後，一

名前成員解釋了他們投降的原因。

莫杜· 馬拉拉姆（Modu Malaram）

是周一在孔杜加向尼日利亞軍隊投降的

前成員之一。他援引已改過自新的前成

員的話說，一些成員是在青少年時期被

迫加入的恐怖組織，這次趁叛亂組織領

導層出現混亂的機會逃跑。

他說：“向神明發誓，當‘博科聖

地’指揮官來到村子裏挑選我們時，我

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太小太弱，無法抵抗

。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這個團體是邪

惡的，但無法反抗或抗議，因為我們可

能會被殺，那些企圖逃跑的人當著我們

的面被立即處決。”

他補充道：“雖然我和老婆孩子都

投降了，但我不確定我們村裏的人是否

會再次信任我們。”

關於是什麼讓他們有勇氣站出來並

“公開”投降，馬拉拉姆說，恐怖分子

團體之間的分歧，分散了他們的指揮官

的註意力，這讓像他這樣的“不安分”

成員受到了鼓勵，因此才會鼓起勇氣離

開。

“謝考死後，發生了內訌和分裂，

這讓我們中的一些人感到高興。然後，

軍方持續進行空中轟炸，迫使我們許多

人逃離我們的森林營地。這就是讓我們

出來投降的原因，”他補充道。

馬拉拉姆和其他41名“博科聖地”

和“伊斯蘭國西非省”（ISWAP）前成

員於周一投降。根據尼日利亞官方的說

法，這群“悔過”的前恐怖分子昨天在

博爾諾州的孔杜加地區公開放棄了組織

成員身份，隨後向政府軍自首。

不過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軍事情

報人員稱，這些前成員投降時並沒有攜

帶武器。尼日利亞軍隊周一表示，過去

一周有1000多名“博科聖地”成員及其

家人向軍隊投降。

據報道，“博科聖地”恐怖組織首

席炸彈專家穆薩· 阿達穆（Musa Adamu）

以及他的副手烏斯曼· 阿達穆（Usman

Adamu）在博爾諾州巴馬地區向軍隊投

降。

尼日利亞陸軍提供了現在被其拘留

的前“博科聖地”成員的詳細信息，其

中包括335名恐怖分子及其家庭成員，

共計746名婦女和兒童。

8月7日，第7師代理指揮官、第1

區哈丁· 凱行動指揮官阿蔔杜勒瓦哈蔔· 埃

伊塔約（Abdulwahab Eyitayo）準將訪問

了巴馬第21特種裝甲旅總部，以接收這批

前恐怖分子及其家人。埃伊塔約說，前

“博科聖地”成員將在政府機構開展去極

端化過程，然後再重新融入社會。

今年6月，盤踞在西非地區的極端

組織——“博科聖地”首腦阿布巴卡爾·

謝考在一場武裝組織的火並當中喪生。

據擊殺他的ISWAP說法，當時，“博科

聖地”與該組織發生交火，不敵後者，

謝考被多名武裝分子追殺，最終被圍。

ISWAP要求他要麼投降，要麼“懺悔”，

結果他選擇引爆了身上的炸彈。

ISWAP本屬於“博科聖地”，大約

在5年前自立門戶，主要原因就是看不

慣它濫殺平民，使用婦女兒童做“人體

炸彈”。



金邊啟動新一輪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近一段時間

以來，德爾塔新冠疫情在柬

埔寨迅速蔓延，面對嚴峻的

抗疫形勢，金邊市政府9日

啟動新一輪疫苗接種工作。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9日

通報，該國當天新增報告

50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660例，新增

死亡 23例。新增確診新冠

病例中，387例為社區傳播

感染病例，121例為境外輸

入確診病例，多數來自泰國

。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

計確診8.2萬例，累計治愈

7.6萬例，累計死亡1585例

。

值得註意的是，近來新

增的確診病例中，感染德爾

塔變異新冠毒株的病例比例

顯著增長，包括首都金邊、

柏威夏省、磅通省、奧多棉

芷省、暹粒省等省市連續多

日出現德爾塔社區感染疫情

，涉及市場商販、衛生部門

官員、醫護人員、勞工等人

群。

為此，金邊在繼續實行

“宵禁”措施的基礎上，又

封鎖了多個市場和街區，並

迅速出臺新規嚴格管控被封

區域居民的出行和聚集。柬

埔寨衛生部國務秘書奧婉丁

強調，德爾塔疫情正在肆虐

，疫情呈局部社區擴散狀態

，民眾的自律和責任感是抗

疫關鍵，也決定抗疫的成敗

。她呼籲全國民眾嚴守防疫

措施，減少不必要的外出。

與此同時，柬埔寨官方

也加速推進新一輪疫苗接種

工作，金邊市於9日起啟動

新一輪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官方消息稱，所有尚未接種

疫苗的市民可前往安東醫院

和國家母嬰保護中心進行接

種。

金邊市政府消息稱，第

二輪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從8

月9日直至9月8日。疫苗接

種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11時

，下午2時-4時。金邊市民

前往接種時需攜帶身份證或

出生證明等相關證件。

莫德納又向韓國延遲供貨疫苗
兩劑接種間隔延長至6周

綜合報導 莫德納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因實驗

室問題導致供貨延遲，原定8月供給韓國的疫苗

量減至半數以下，韓國當局9日決定將兩劑疫苗

接種間隔時間延長至6周。

莫德納7月就因生產問題延後對韓國供貨，

預防接種對應促進團9日在例行記者會表示，莫

德納方通知，原本預計8月抵達韓國的850萬劑莫

德納疫苗實際到貨量只會有不到半數。

促進團表示，韓方已向莫德納提出抗議，但

莫德納表示，生產問題導致的供貨延誤狀況並非

針對韓國，而是擴及全世界，為此道歉同時也承

諾會盡快出貨。韓國共向莫德納訂購4000萬劑疫

苗，足供2000萬人施打，截至9日共收到245.5萬

劑。

韓國接種計劃也因此受到影響，促進團9日

宣布，預定在8月16日後接種第2劑莫德納疫苗

的人們，施打間隔時間將從4周延長至6周。但考

慮到學校第2學期即將開課，幼兒園、中小學教

職員與育幼業者接種間隔將盡可能維持在5周。

韓國疾病管理廳長鄭銀敬強調，並非只有韓

國因疫苗供貨或疫情狀況調整接種間隔，例如英

國的輝瑞、莫德納、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接種間隔

都維持在8周，加拿大的輝瑞、莫德納疫苗接種

間隔最長可達16周。

世界衛生組織則建議，高風險人群接種率低

，但疫苗供給困難的狀況下，接種間隔可拉長至

12周內。

截至當地時間 9日淩晨零時，韓國累計約

2093.6萬人至少接種一劑疫苗，占總人口40.8%；其

中超過772萬人完全接種疫苗，占人口比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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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日前發

生電車內隨機傷人事件，日本國家

公安委員長棚橋泰文10日在記者會

上譴責嫌犯“極其兇狠且惡劣”，

表示將與鐵道業者等強化合作，徹

底做好相關防範對策。

據報道，這起隨機傷人事件

發生在 6 日晚間的小田急線電車

內，36 歲嫌犯對馬悠介持刀行

兇造成 10 名乘客不同程度受傷

，對馬事後遭警方以殺人未遂

罪逮捕。

對馬在電車上持刀襲擊坐在座

位上的20歲女大學生，之後又揮舞

刀子造成附近乘客受傷。

對馬就女大學生表示“看起來

像人生贏家，所以想殺掉”。他還

說：“在大學的社團被女性瞧不起

什麽的，所以看到人生贏家的女性

或看起來很幸福的情侶，就想殺了

他們。”東京警視廳成城警署專案

組分析認為，由對自身境遇的不滿

產生了對女性的扭曲情感，從而引

發了此案。

據專案組稱，嫌疑人於案發當天的6日中午在新

宿區食品店被女性店員懷疑偷竊並報警。他表示：

“想要殺死那個女店員，但發現店到了快要關門的

時間，就改成了電車。”

對馬悠介還交代稱：“曾想炸掉看起來很幸福

的情侶走過的澀谷大型交叉路口。”

韓國獨檢組對“世越號”偽證案
以不起訴結案

綜合報導 韓國“世越號”沈船

事故獨立檢察組(下稱獨檢組)召開記

者會表示，獨檢組就“世越號”偽證

案，得出無證據證明涉案方製造偽證

、涉案方無犯罪嫌疑的結論，並決定

不予起訴。由此，為期三個月的獨檢

組調查畫上句號。

獨檢組5月13日成立後對“世越

號”偽證案展開調查，具體包括“世

越號”閉路電視數據造假質疑、海軍

和海警回收硬盤錄像機過程、政府應

對是否存在問題等。

獨檢組表示，考慮到當時的搜救

情況，很難有人偷偷潛入“世越號”

船內並回收硬盤錄像機，加上沒有證

據證明海軍和海警在2014年6月22日

前回收硬盤錄像機，故認定海軍和海

警回收的硬盤錄像是原件。

就2014年提交至法院的閉路電視

數據是否造假質疑，獨檢組表示，經

確認，社會慘事特別

調查委員會指出的幾

點問題是在數字復原

過程中通常會出現的

現象，由於沒有確鑿

的證據證明有關問題

，決定不予起訴。

另就政府應對不

力的質疑，獨檢組表

示，對總統檔案、海

軍和海警的通信資料等進行調查，沒

有發現犯罪嫌疑。

獨檢組表示致力於查明真相，

希望此次調查結果有助於消除有關

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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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問題是中美最敏感問題
秦剛會見舍曼闡述中方立場 兩國要管控好分歧

舍曼歡迎秦剛來美履新，表示美國務院將為其
履職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剛感謝美方為其履

職提供支持和協助。秦剛表示，當前中美關係站
在新的十字路口。他將按照兩國元首今年除夕通
話的精神，加強同美方的及時溝通對話，努力推
動理性、穩定可控、建設性的中美關係。雙方並
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意繼續保持密切
對話溝通。

美發表涉華負面言論
中方：敦促美方謹言慎行

美國近期頻頻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動作。近
日，美軍印太總部司令阿奎利諾在阿斯彭安全論
壇上就多個涉華議題發表負面言論。在被問到美
軍是否有能力在危急情況下援助台灣時，阿稱美
擁有全球最先進、最強大的軍力，可以應對任何
突發狀態。此外，阿還對中方在香港、新疆、南
海等問題上的立場和做法予以負面評價。中國國
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13日指出，中方對發展中
美兩軍關係是有原則的，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國
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謹言慎行，多做有利於兩
國兩軍關係發展的事情。

“我們注意到了美方有關言論。”譚克非
說，近期，美軍有關人士屢次就涉華議題發表不

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干涉中國內政，渲染中美對
抗，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譚克非表示，台灣、香港和新疆問題純屬
中國內政，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美官員肆意
干涉他國內政，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的藐視和踐踏。關於南海問題，美方作為域
外國家，卻經常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
海炫耀武力、挑釁攪局，破壞地區國家共同維
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事實早已證明，美國
才是南海的“麻煩製造者”和地區和平穩定的
最大威脅。

譚克非指出，當前，中美兩國兩軍關係正處
在關鍵當口，何去何從備受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
關注。發展健康穩定的兩軍關係符合雙方共同利
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中方對發展中美
兩軍關係是有原則的，我們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
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謹言慎行，多做有利於
兩國兩軍關係發展的事情。

“正人先正己，欲言先自省。”譚克非說，
眾所周知，二戰結束後美軍仍在世界各地頻繁發
動戰爭和軍事行動。僅2001年以來，伊拉克、利
比亞、利亞等地的戰亂，就已造成80多萬人死
亡，數千萬人流離失所。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軍隊始終高

舉合作共贏的旗幟，多次參與國際維和、海上護
航、人道主義救援減災等行動，積極推動全球安
全治理體系改革，堅定捍衛公平正義、促進和平
發展。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軍隊還與有關國
家軍隊積極開展抗疫國際合作。”譚克非指出，
中國軍隊將一如既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為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
新的更大貢獻。

台美海巡合作開小組會
國台辦：只會把台推向災難

另據報道，針對“台美根據今年3月簽訂的海
巡合作備忘錄，召開首次工作小組會議”，國台

辦發言人馬曉光13日回應指出，民進黨當局勾連
外部勢力，謀“獨”拒統，只會把台灣推向災
難。據台媒報道，台灣與美國11日召開“台美海
巡工作小組”首次視頻會議。台海巡部門與美國
海岸巡防隊在會中就海上執法、打擊“非法、未
報告及不受規範”（IUU）漁業活動，以及聯合海
上搜救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台美海
巡工作小組”未來定期召開會議，就共同關切的
海事議題進行協調，以“強化台美合作因應區域
海事挑戰的能力”。台外事部門聲稱，台美加強
在海事領域的合作，不僅代表雙方進一步深化及
擴大所謂“雙邊合作關係”，“更展現雙方共同
採取具體行動，促進區域和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報道，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當

地時間12日在華盛頓會見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雙方深入、坦誠地交換了意見。

秦剛在會見結束後對記者表示，雙方談得很深入，也很坦誠，充分交換了意見。雙

方一致認為，中美雙邊關係非常重要，要通過對話溝通解決問題，管控好分歧和矛

盾，改善兩國關係。秦剛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他

向舍曼明確闡述了中方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13日從空軍獲悉，中國空軍派出轟-6K轟
炸機、殲-10B 戰鬥機、殲-16 戰鬥機和
運-20、運-9運輸機5型11架戰機和一支空
降兵分隊，赴俄羅斯參加“國際軍事比
賽-2021”。其中，殲-10B戰鬥機、殲-16
戰鬥機、運-20運輸機3型戰機是首次亮相
國際軍事比賽。

“國際軍事比賽-2021”是俄羅斯國防
部發起的一項國際性軍事賽事，由中國、
俄羅斯、白俄羅斯、伊朗等12個國家分別
承辦。中國空軍赴俄羅斯參加在其境內梁
贊州舉行的“航空飛鏢”項目和在車里雅
賓斯克州舉行的“空降排”項目比賽。

轟-6K轟炸機是中國自主研發的中遠程
轟炸機，具有航程遠、載彈量大、防區外精
確打擊能力強的特點，被軍事愛好者譽為
“戰神”。該型轟炸機自2015年3月正式亮
相以來，多次飛越巴士海峽、宮古海峽、對
馬海峽，並執行過警巡東海、戰巡南海、繞
島巡航任務。

殲-10B戰鬥機是中國自主研製的全天候超

音速多用途戰鬥機，該機採用無隔道固定式
“蚌”式進氣道，主要擔負奪取制空權、近距離
空中火力支援、對縱深地/海面目標精確打擊等
多用途作戰任務。

殲-16戰鬥機是中國自主研發的一款雙
座、重型多用途戰鬥機，它既可完成制空
作戰任務，又可實施對地、對海打擊任
務，是空軍向攻防兼備轉型的重要裝備之
一。自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閱
兵中首次亮相以來，殲-16已裝備多支航空
兵部隊，助力空軍提高打贏能力。

運-20實現空中投送裝備
運-20運輸機是中國自行研製的一種大

型、多用途運輸機，可在複雜氣象條件下
執行各種物資和人員的長距離航空運輸任
務。運-20正式列裝部隊，實現了解放軍空
中戰略投送裝備自主發展重大突破，參加
了接迎志願軍烈士遺骸回國、空運支援湖
北醫療隊隊員和物資，以及多項人道主義
救援任務。

運-9運輸機是國產新型中程中型運輸

機，具有任務適應性強、綜合航電系統先
進、機動性能好的特點，2014年在珠海航
展上正式亮相。運-9列裝中國空軍後，曾
參加沙場閱兵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閱兵。

據介紹，參加國際軍事比賽，是提高
部隊實戰能力的有效途徑。空軍實戰化訓
練正在向大海、遠洋和高原、山谷延伸。
空軍官兵全面推進練兵備戰，不斷錘煉提
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能力。

中國殲-10B殲-16運-20 首亮相國際軍事賽 中
國
外
交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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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軍事比賽-2021”空降排項目
的中國解放軍參賽隊8月9日抵達位於俄羅斯
梁贊州的比賽地。 網上圖片

●●華盛頓當地時間華盛頓當地時間88月月1212日日，，駐美國大使駐美國大使
秦剛秦剛（（右右））會見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會見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13日就美國、歐盟妄評中國召回駐立陶宛大
使答記者問。

有記者提問，日前，美國國務院稱，各國均有權
不受外部脅迫地自主確定一個中國政策框架。歐盟對
外行動署稱，歐盟成員國同台灣互設“代表處”不違
反一個中國政策。外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強烈反對美方指手畫腳
華春瑩指出，中方對別國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行徑作出堅決和必要反應，完全合理合法。我們
強烈反對美方對中方的正當舉措指手畫腳、粗暴干
涉。

華春瑩再次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含義清晰而明
確，不容歪曲和篡改。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
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鐵的事實，也是公認的國際
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就必須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包括斷絕一切同台灣
當局的官方往來。個別國家和某些人妄圖混淆視聽，
用心險惡，但他們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

華春瑩表示，中方敦促歐盟方面在涉台問題上堅
持正確立場，不要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發出
錯誤信號，給中歐關係製造新的麻煩。

歐盟：華仍為最大貿易夥伴
另據新華社報道，歐盟統計局13日公布的數據

顯示，新冠疫情下，歐中經貿合作保持強勁韌性，今
年上半年中國繼續保持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歐盟貨物貿易出口額為
10,489億歐元，同比增長13.8%；進口額為9,645億
歐元，同比增長13.9%。其中，歐盟向中國出口商品
1,126億歐元，同比增長20.2%；從中國進口商品
2,101億歐元，同比增長15.5%。

數據還顯示，6月，歐盟貨物貿易出口額為1,883
億歐元，同比增長22.3%；進口額為1,735億歐元，
同比增長29.6%。同期，歐元區貨物貿易出口額為
2,099億歐元，同比增長23.8%；進口額為1,918億歐
元，同比增長28.2%。

2020年，歐盟與中國貨物貿易在疫情中逆勢雙向
增長，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俄羅斯衛
星新聞報道，“西部．聯合-2021”演習13
日在陸軍青銅峽合同戰術訓練基地正式結
束。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與俄羅斯國
防部長紹伊古共同觀摩實兵行動演練、舉行
會談，並見證簽署合作文件。

上午10時20分許，在軍委導演部導控
指揮下，雙方動用兵力1萬餘人及多型飛
機、火炮、裝甲車輛等主戰裝備，區分先期
聯合防抗、綜合毀癱體系、高速立體攻擊、

縱深清剿追殲4個階段，圓滿完成演習任
務。

俄國防部長：提升中俄兩軍協作
隨後，兩國防長舉行會談。魏鳳和說，

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中
俄兩軍合作在疫情中逆勢前行，相互堅定支
持，體現了兩軍關係發展的高水平。在大變
局大疫情背景下，兩軍將深入貫徹元首共
識，加強戰略協作和全面務實合作，為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作出更
大貢獻。

紹伊古說，俄方願與中方加強戰略溝
通，深化反恐等領域合作，共同為維護地區和
平穩定作出積極努力。紹伊古表示，提升俄中
武裝力量在陸上、空中、海上的協作是兩國國
防部的重要工作方向。

下午，魏鳳和出席演習結束儀式並宣布
演習結束。中俄演習聯合指揮部向表現優異
的雙方官兵代表頒發獎章和證書。

中俄聯合軍演結束兩國防長見証簽署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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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新冠魚新冠魚游到
冷鏈漏洞恐播毒播毒

印尼輸港鯧魚“呈陽”土瓜灣街市魚檔首驗出

涉進貨涉進貨““新冠魚新冠魚””魚檔魚檔
1. 新界元朗合財街 1 號同益街市地

下 117 號檔文記/寶記

2. 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北河街街市地下 F19 號
檔振輝鮮魚

3. 灣仔皇后大道東 258 號灣仔街市
地下 F2號檔福全

4. 九龍藍田碧雲道 223 號德田廣場
德田街市地下 102 號檔德田鮮魚

5.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165 號土瓜
灣街市 1樓 4號魚檔華記鮮魚

註註：：曾於本月曾於本月1010日至日至1313日日，，到訪上述到訪上述

魚檔的員工及顧客魚檔的員工及顧客，，必須在必須在1414日前日前

接受強檢接受強檢

香港約有香港約有22,,000000名冷鏈從業員名冷鏈從業員，，香港香港
冰鮮禽畜業商會主席郭時興表示冰鮮禽畜業商會主席郭時興表示，，該公司該公司
不少員工已接種新冠疫苗不少員工已接種新冠疫苗，，但仍有小部分但仍有小部分
員工因為身體不適無法接種疫苗員工因為身體不適無法接種疫苗，，因應今因應今
次事件次事件，，他之後會要求未打針的員工加強他之後會要求未打針的員工加強
病毒檢測病毒檢測。。

凍肉舖老闆顏先生表示凍肉舖老闆顏先生表示，，該店的物流該店的物流
員工全部已接種兩針新冠疫苗員工全部已接種兩針新冠疫苗，，但其他零但其他零
售或後勤部門的人員售或後勤部門的人員，，仍有小部分仍在觀仍有小部分仍在觀
望望。。泰豐凍肉食品負責人則表示泰豐凍肉食品負責人則表示，，始終需始終需
要員工自主決定是否打針要員工自主決定是否打針，，但會盡力鼓勵但會盡力鼓勵
他們接種疫苗他們接種疫苗。。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估計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估計，，今今
次的病毒最大機會是在冷凍鏈輸入次的病毒最大機會是在冷凍鏈輸入，，建議建議
政府追蹤同一批次的食物及曾接觸受污染政府追蹤同一批次的食物及曾接觸受污染
批次的工作人員批次的工作人員，，盡快進行檢測盡快進行檢測。。他表他表
示示，，其他國家或地區也曾出現懷疑因冷鏈其他國家或地區也曾出現懷疑因冷鏈
輸入的個案輸入的個案，，最高風險是因工作關係接觸最高風險是因工作關係接觸
到冷鏈的人員到冷鏈的人員，，他們一旦受感染他們一旦受感染，，有可能有可能
將病毒大量繁殖將病毒大量繁殖，，不單進一步污染冷凍食不單進一步污染冷凍食
物及包裝物及包裝，，亦會在工作地點及社區傳染亦會在工作地點及社區傳染，，
因此他建議政府安排從業員定期作病毒檢因此他建議政府安排從業員定期作病毒檢
測測，，或索性要求他們接種疫苗或索性要求他們接種疫苗。。

香港不少急凍或冰鮮食品來自
新冠肺炎高發區，如今次的冰鮮鯧
魚就來自疫情嚴峻的印尼，而急凍
豬肉則有六七成貨源來自巴西。香
港冷鏈業界坦言，大部分食品入境
時未有進行消毒，食環署的抽查頻
率也不算高。香港海鮮聯合總會主
席李彩華1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進口冰鮮海產時主要檢查
貨品是否持有出口地的衞生證明，
雖然衞生證明未必包括新冠病毒檢
測，但香港業界一般不再對食材進
行其他檢驗或者消毒處理，“最多
會用消毒液抹抹包裝。”

凍肉舖老闆顏先生也表示，因
為相信入口商做好把關，並相信食
材進口時已通過病毒檢測，故推出
市面前不會額外進行消毒工序。

那香港食環署在市面抽查頻密
嗎？香港冰鮮禽畜業商會主席郭時
興表示，食環署並不會定期到市面

抽查產品化驗，“偶爾會抽樣調
查，只是抽取三四個樣本做檢
測。”但泰豐凍肉食品負責人則表
示，食環署每月到該店巡查一次，
“但多數時候只檢查環境衞生是否
達標，而無對食材本身衞生安全進
行檢查。”

由於不少食品輸出地爆疫，香港
業界亦已“轉移陣地”。傲材凍肉店
負責人施先生表示，因應疫情發展而
改變入貨策略，包括減少從疫情嚴重
地區取貨，“以前會賣印度入口的雞
翼和牛等，現時已經沒有入口印度
貨，巴西雞翼亦轉了泰國雞翼。”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食安中心
自去年中開始加強預防性的檢測措
施，至今已抽取超過1.4萬個食物
及其包裝樣本作病毒檢測，事發後
亦會加強抽查涉事的印尼出口商
PT. Perishable Logistics Indonesia的
其他進口冷凍食品。

新冠病毒在低溫下仍能存活，惟部
分市民並無提高警覺。香港文匯報記者
13日在超級市場以及街市魚檔、肉檔視
察，就直擊不少市民徒手揀肉的情況。

有零售店舖負責人雖然在冰鮮、冷
凍食材區提供夾子和鉗子供顧客使用，
但部分市民仍習慣徒手觸碰肉類。有市
民稱，揀選冰鮮肉及海鮮時必須徒手
“撳撳”肉，通過其回彈力來分辨新鮮

度。記者發現，部分市民徒手挑選急凍食品後，未進行消毒或洗手。本應戴
手套處理肉類、海鮮的員工有時也會摘除手套直接拿取食材。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指出，病毒於冷凍環境下一般
可存活3至4星期，市民挑選食物時，應避免直接接觸，盡量佩戴手套或揀選
預先包裝好的冷凍食品。

徒手揀凍肉
零售零防疫

部分從業員部分從業員
未接種疫苗未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去香港文匯報去

年已揭發冷凍鏈重年已揭發冷凍鏈重

重 防 疫 缺 口重 防 疫 缺 口 ，， 1212

日日，，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在印尼進口的鯧魚驗出新冠病毒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在印尼進口的鯧魚驗出新冠病毒，，

““新冠魚新冠魚””更有擴散趨勢更有擴散趨勢。。該批魚來自印尼出口商該批魚來自印尼出口商PT. PerPT. Per--

ishable Logistics Indonesiaishable Logistics Indonesia，，共共1010箱箱（（270270公斤公斤））已流入香已流入香

港港，，除了日前公布的土瓜灣街市除了日前公布的土瓜灣街市““華記鮮魚華記鮮魚””外外，，政府經追政府經追

查後發現香港仔及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也曾進貨查後發現香港仔及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也曾進貨，，並分銷至並分銷至

44個零售商個零售商。。政府仍在追蹤該批魚下落政府仍在追蹤該批魚下落，，而而99名曾接觸該批名曾接觸該批

魚的人士需要進行檢疫魚的人士需要進行檢疫。。是次事件是次事件，，反映冷凍鏈防疫漏洞仍反映冷凍鏈防疫漏洞仍

未徹底堵塞未徹底堵塞，，無論是上游的入口檢測無論是上游的入口檢測、、衞生證明衞生證明、、到下游的到下游的

從業員防疫管理從業員防疫管理，，以至零售層面均必須改善以至零售層面均必須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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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徒手揀凍肉易染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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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中心1212日首次驗出土瓜灣街市魚檔日首次驗出土瓜灣街市魚檔““華記鮮魚華記鮮魚””的進口魚及的進口魚及
包裝樣本包裝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1313日日，，相關魚檔已停業相關魚檔已停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土瓜灣街市“華記鮮
魚”魚檔的職員，及在 10
日至12日曾光顧該店的市民
都要接受強制檢測。12日在
該魚檔購買黃花魚的王小姐

13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雖然她沒有購買有問題
的鯧魚，但指不同魚的擺放位置相近，更不知道
檔主處理不同魚類時有否換手套或進行清潔，故
自己已銷毀所有購買了的魚。

街市深度清潔
食環署於12日派員對該街市進行清潔及消

毒，華記鮮魚亦於13日停止營業。此前幫襯過
該魚檔的顧客13日魚貫進入檢測中心進行病毒
檢測。劉太12日一口氣在該魚檔購買多條魚，
打算分幾餐食用，但丈夫得知“毒魚”消息後
感到十分擔心，除了提醒她接受檢測外，更即
時將仍未食用的幾條魚丟棄，“怕有事時才後
悔會太遲。”

街市內另一魚檔的負責人王先生13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街市去年曾出現新
冠疫情爆發，署方早已向檔販提供防疫指引。
除了勤洗手外，他還會每日進行兩次大清洗。
是次事件令街市人流較平日減少九成，但他不

擔心該街市爆疫，“病
毒在海水中應該較難存
活，不太擔心我賣的魚
也會有病毒。”

繼續到該街市買餸
的孫婆婆表示，華記鮮
魚 平 日 與 一 般 魚 檔 一
樣，將散裝魚鋪出來售賣，未有想過這些魚身
上也帶有新冠病毒，但透露自己會盡量選購本
地食材，或從疫情較穩定的地區入口的食材，
“只要將食材煮熟才進食，（相信）受感染風
險不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

師奶買回“毒魚”盡丟棄
●劉太稱，在“華
記鮮魚”購買的幾
條魚已經丟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 港 新聞 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4 ●責任編輯：李岐山

街巿購食品防疫小貼士
●為免凍肉或魚類等食物沾附病
毒，應選購有包裝的食品

●就算食品有包裝，購買後亦應先
清潔包裝表面

●食品本身在烹煮或放在雪櫃存放
前應先沖洗

●若購買生果如蘋果等，可先去皮
並用熱水浸洗

●用於裝載食品的環保袋，使用後
亦應清洗及消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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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中文教師學會年會美國德州中文教師學會年會
七月三十一號圓滿完成七月三十一號圓滿完成

（本報訊）美國德州中文
教師學會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
十一日及八月一日舉辦了一場
網路年會及會後 工作坊的學術
盛宴。此次學術活動特別感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協助，暨休士頓 僑務諮
詢委員暨E&M基金會董事長王
敦正先生及其夫人洪明月女士
大力贊助及支持。德州中文教
師學會此次主辦的活動八方雲
集；除了講員們都是在其領域
中卓越之人才外，還吸引了來
自全球世界各地近百名優秀的
中文教育者來參與，為所有海
外中文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個
教學資源分享、教學方法研討，及認識更多出色的中文教育
者之平台。

此次年會主要探討了新趨勢下之網絡教學平台的多元化
教學模式 (Embracing Change in Changing Times for Chi-
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s)。德州中文教師學會的李宇心會
長首先為本次活動致開幕詞，她希望通過年會的舉辦為日後
中文教學及推廣做出貢獻，也 希望各位與會老師們能從中獲
得寶貴的教學經驗。在李會長簡單的開場白以後，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的楊淑雅組長為大家介紹了台灣
在疫情下推廣中文教育的新策略，分享了優華語計畫及中小
學際教育交流等資訊。緊接著，本次年會的主講嘉賓陳惠卿
老師為我們帶來了內容豐富、詳實的講座。

陳惠卿老師在美國的正規學校系統裡教過不同的語言，
其學生覆蓋了不同年齡層。在二十 多年的教學實踐中，陳老
師確定了“可理解性輸入”的重要性。她認為建構“可理解
性輸 入”於課堂中，能讓課堂變得更加生動有趣，吸引學生
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參與感，並增加學生的積極性。

陳老師在持續了約兩天的講座中，首先為我們介紹了
“可理解性輸入”於二語習得理論產生的背景，發展過程和
理論內涵，並指出創建低焦慮課堂環境能有效促進二語習得
者可理 解性材料的輸入。接著，陳老師為各位參會者做了教
學示範和指導。在這場實驗教學中， 來自各地的華語老師們
實際體驗到瞭如何透過多元化活動輕鬆快樂地學習一門新語
言。在 會後工作坊裡，陳老師為我們詳細介紹了她的“可理
解性課堂”的方方面面：第一，通過 制定課堂紀律和創建課
堂環境，幫助學生學會自我管理，從而實現課堂管理的良性
循環； 第二，師生交互和生生交互對深度學習的促進作用，
陳老師與我們分享了她在課間和課中 的互動活動，從她的課
堂視頻中我們可以看到，豐富的交互內容能建立情感支持，

消除負 面情感障礙，從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投入；第三，豐富
的視聽信息能不斷沖擊學生的思維興 奮點，促進學生對知識
的理解和記憶。老師在課堂上除了應該充分利用多媒體語料
以外， 更應該著眼於教學設計，例如，採用分段式方法設計
問題，設計深淺不同的問題以滿足不 同程度學生的需求等；
第四，陳老師和參會老師們分享了一些提高閱讀和聽力水平
的方法和教學策略。陳惠卿老師為各位對外中文老師講授了
許多實用的教學方法，她的講座理論 和實踐結合，貼近教學
實際，大家均表示受益匪淺。

除了陳惠卿老師以外，來自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Uni-
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的楊子萱老師為我們分享了她這一
年的學術研究成果，名為“Examination of Variables that
Affect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Chi-
nese；來自德州國 際領袖學校(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Arlington Grand Prairie High school)的趙鳳春老師介
紹了教授太極和氣功的經驗；來自休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的麥查理老師展示瞭如何設計聽力練習的學生輸入
和自動評分(Automatically and Manually Scored Listening
Practices for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evel Chinese
Classes)；來自 Carroll High School 的李宇心老師和來自
Colleyville Heritage High School的吳玫瑤老師一起為與會者
介紹成為ACTFL口語考官的經驗 (A Briefing on the ACTFL
OPI-Tester Certification)；來自St. Edward’s University 的
蔡幸芝老師的講座題目為 “字的故事“ （Story of Words)，
她介紹了一些生動的活 動來引起學生對 「漢字」 產生興趣。
；來自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的林逸君老師的報告題目是 “Guiding Learners to Choose
Context-Appropriate Grammar Structure in Daily Life Chi-
nese”“，她著重講述了 如何讓學生學會使用符合交際場合
的語法結構和應對方式。

在此次年會中，德州中文教師學會也舉辦了第一屆德州
中文教師學會學生中文習作精選的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由習
作精選活動主席楊子萱老師主持。楊老師 為所有參加及入選
第 一屆德州中文教師學會學生中文習作精選的中文學生暨他
們的指導老師們送上祝賀和祝 福！並感謝未入選學生們的參
賽及努力。此外，楊老師特別恭喜這六位學生獲得入選作品
的指導老師們：江家榮(St. Mark’s School of Texas, Dallas)
、許明珠(Magellan International School, Austin)、李宇心
(Carroll High School, Southlake)、 林 靜 容 (St. Mark’ s
School of Texas, Dallas)、 張 京 (University of Houston,
Houston)、 張漣(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Plano)。入選的
學生作品將在年底被出版於《德州中 文教師學會學生中文習
作精選》電子刊物。

由於仍舊受疫情之影響，今年德州中文教師學會年會還
是採取網路在線培訓模式。為了彌 補與會老師們不能見面的
缺憾，此次學會貼心地設計了學術社交環節，與會者在早餐
和午 餐期間被隨機分配在不同的討論組裏，他們也可在不同
討論組之間自由切換。通過這樣的 方式，老師們實現了識新
朋、敘舊情、增友誼、共發展的學術交際目的。

除了精彩紛呈的講座及社交以外，本次年會的贊助廠商
於午餐期間及會後都介紹了他們的 產品和項目並提供了豐富
教學資源的抽獎活動。大會最後，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會長李
宇心、感謝所有參加的老師、講員、贊助單位、還有幕後辛
勞付出的理事們。並報告接下來一年 的活動，除了年會及年
會後工作坊外，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每年還舉辦春、秋季教師
培訓、 定期向會員發布就業資訊，並同時頒發教師助學金等
。李會長邀約大家明年年會於休士頓再見。

兩天的課程結束以後，所有與會老師們都是收獲滿滿、
盡興而“歸”。期待下回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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