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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徵兵 開展新的事業
      有 150 個行業選擇，無需職業經驗。50+個醫療行業事業選擇， 律師、文秘、建築、
飛行員、IT網絡...99%的軍隊工作跟一般市民工作相同(培訓期間按軍銜發工資)。

資格: 17~35歲，無犯罪紀錄，身體健康，綠卡、公民身份均可加入。
在訓練合格成為正式軍人以後，由美國陸軍為你直接申請入籍

每年學費補助$4000美元 
陸軍軍人可以在服役期間完成學位
教育福利可以用於軍人自己或給家人使用
Montgomery GI Bill達到$48,000美元
Post 9/11 GI Bill達到$80,000美元
醫療和牙醫學校有全額獎學金，另有高達
$65,000美元的學生貸款償還。

非常有競爭力的月薪，加上額外補助
高達$40000美元的獎金
包括家人在內的全方面醫療保障
每年有30天帶薪假期，假日不包括在內
20年退休，直接拿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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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士官 SSG Xian S. Fan 
手機: 281-740-0932 
IG: Staff_sergeant_fan

美軍阿富汗復仇美軍阿富汗復仇 機場恐攻主謀身亡機場恐攻主謀身亡
（中央社）在美軍宣布以無人機發動空襲，擊斃喀

布爾機場恐攻的 「呼羅珊伊斯蘭國」 （ISIS-K）主謀後
，阿富汗媒體 「阿斯瓦卡通訊社」 （Asvaka News
Agency）28日發布多張照片，稱這是美國無人機空襲
後的現場畫面。

「阿斯瓦卡通訊社」 指出，這棟遭美國無人機攻擊
的房屋位於南加哈省（Nangarhar）東部，空襲在凌晨
時分到來，據稱炸死一名 「伊斯蘭國」 的關鍵成員。從
照片可以看到該房屋一片殘破，牆壁和梁柱上到處都是
彈痕，停在當地的車輛也被炸得漆黑，地上還被轟出大
洞。

美國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發言人
鄂班（Bill Urban）上校先前才在聲明中表示，美軍已在
南加哈省發動無人機空襲，對一名 ISIS-K主謀發動
「超視距反恐作戰」 ，情報顯示目標遭到殺害，且並未

造成平民傷亡。
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Kenneth McKenzie）上

將26日指出，美軍MQ-9 「死神」 （Reaper）無人機
正持續於阿富汗空域作業；該機型不僅是美國於當地重
要的情監偵（ISR）資產，必要時也能攜帶武器進行精
確打擊。麥肯錫當時還透露，美國和塔利班已在共享關
於恐怖攻擊的情報，目前還不清楚相關情報是否對此次
攻擊做出貢獻。

《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指出，喀
布爾機場恐攻已造成13名美軍殉職和至少169名阿富汗
人死亡，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強調美國將讓幕
後黑手 「付出代價」 。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指
出，自14日起，美國已協助自阿富汗疏散近11萬人，
不過在恐攻發生後撤離的人數顯著減少

((路透社路透社))



AA22要聞2
星期日       2021年8月29日       Sunday, August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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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 plans to call the families of
the thirteen U.S. service members who were
killed near the Kabul airport. In a statement
the president said, “My heart aches for you.
And I know this--we have a continuing
obligation to all of you, the families of those
heroes. That obligation is not temporary--it
lasts forever.”

A group called ISIS-k claimed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adly bombing attack
outside the Kabul airport on Thursday that
killed thirteen U.S. troops and more than 90
Afghans.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group

has launched 77 attacks just in the first four
months of 2021.The group relies heavily on
suicide bombings.

The situation in Kabul shows that Afghanistan
remains complex and severe. The U.S. still
wants to withdraw from Afghanistan by end of
this month, but President Biden still worries
that other attacks could be possible in the
final days.

As President Biden said, “We will not forgive
and we will not forget.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make you pay.”

Our commitment to helping the Afghan
people should not end after we withdraw.
That i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Afghanistan
can easily become an incubator of terrorism.
As the longest U.S. war, we lost more than 2,
300 troops and at a cost of more than $2
trillion dollars. After two decades, the
extremist group is back in power. The U.S.
and the world now need to decide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they will have with Afghanistan.

0808//2828//20212021

Kabul Is Still In ChaosKabul Is Still In Chaos

ISIS-k 組織發動自殺炸彈攻擊，喀布爾機
場造成十三名美軍死亡及數百名阿富汗人死重
傷之慘劇，拜登總統事後誓言將會進行報復，
他也將分別致電給傷亡的美軍家屬表示慰問和
哀悼。
正當美軍撤除阿富汗之最後期限即將到來

之時，美國是在塔力班之協助下在完成這項撒
僑工作，雖然美國不相信塔力班，但是為了對
付ISIS 之攻擊，這個不幸事件還是發生了。
根據聯合國發表之報告，自2015 年以來

， ISIS K 之自殺攻擊造成了全球各地重大傷亡
，单就今年頭四個月他們就發動了七十七次的
攻擊行動。
阿富汗之悲劇並非是在本月底前結束，各

國對阿富汗之未來，仍然有許多尚待立
即面對之問題，其中包括塔力班是否可
能全面撐握政局，如何保護阿富汗人之
安全，繼續對恐佈份子之作戰，對難民
如何安置等問題。
美國在经過二十年及消耗巨額支援

物資之後，還是決定撤退，曾經參與戰
爭的盟邦對此決定都表示異議，但是這
場沒有结果也無法取得勝利的戰爭，對
美國而言也是無奈的選擇。
我們要對阿富汗之失敗記起教訓，

戰爭不是唯一解決之道，拜登總統面對
國會兩黨之髙度質疑，如果情勢繼續惡
化，對民主黨將是重大之傷害。

阿富汗悲劇還在上演中阿富汗悲劇還在上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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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行政改革擔當相河野太
郎在27日的記者會上就美國莫德納公司新冠疫
苗混入異物的問題表示，被暫停使用的約163
萬劑中“獲悉超過50萬劑已完成接種”。

28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消息稱，2名
30多歲的男性接種這批莫德納疫苗後死亡。報
導稱，兩人所使用的疫苗未發現異物，接種與
死亡的因果關係不明。

據報導，此前在茨城、埼玉、東京、岐阜
、愛知5都縣的接種場所里共有39個處於未使
用狀態的疫苗瓶中發現混入了異物。日本厚生

勞動省已要求暫停使用工廠同一生產線製造的
163萬劑疫苗。

日本厚勞省27日對暫停使用這批疫苗的接
種場所啟動了派發替代疫苗的手續。

日本行政改革擔當相河野太郎稱“將採取
措施把對疫苗接種的影響控制在最小限度”。
日本政府曾定下10至11月較早時候完成給所
有希望接種者接種的目標，河野太郎稱，暫停
接種此批莫德納疫苗不會對這個目標造成太大
的影響。

日本暫停使用的莫德納疫苗中超日本暫停使用的莫德納疫苗中超5050萬劑已使用萬劑已使用
兩人接種後死亡兩人接種後死亡

（ 綜 合 報 導 ） 荷 蘭 公 共 衛 生 機 構 總 部
GGDGHOR 的發言人告訴網路媒體NU.nl，大
約1600名在阿姆斯特丹、格羅寧根、澤伊斯特
（Zeist）、埃德的Harskamp，包括從及週日起
也在奈梅亨收容的阿富汗撤離人員，可以盡快
選擇冠狀病毒疫苗。

具體什麼時候取決於幾個因素，如撤離人
員必須廣泛了解疫苗接種活動和不同類型的疫
苗，以便他們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疫苗接種。

這個過程將在 9 月開始，因為撤離人員還
有其他事情要安排，如他們在最初幾天要被隔
離，在第一天、第三天和第五天接受病毒檢測
，只有在最後一次檢測結果為陰性後才能在接
收地點更自由地移動。

阿姆斯特丹 GGD 將在首都的更多地點部

署注射團隊，以提高疫苗接種率。 AT5 報導，
GGD在給市議會的一封信中寫道，注射團隊主
要部署在接種疫苗比例落後的社區。

根據 AT5 報導，團隊平均每週部署在 14
個地點。在過去的幾周里，一直在三類地點，
如在教堂、社區中心和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工作
。

副市長Simone Kukenheim 希望阿姆斯特丹
所有社區的疫苗接種率至少與全國平均水平一
樣高。

在該市的某些地區，現在大大落後。在新
西區，12歲及以上人口只有47%接種了疫苗，
東南區則為 48%。

而在全國范圍內，72% 的 12歲以上人口已
完全接種了疫苗。

撤離到荷蘭阿富汗人將安排疫苗注射撤離到荷蘭阿富汗人將安排疫苗注射
荷京增加接種團隊荷京增加接種團隊

（綜合報導）北
溪 2 號能源管道的運
營商——俄羅斯天然
氣工業股份公司很大
概率要將這條即將完
成的天然氣管道出售
給另外一個經過認證
的運營商，以規避歐
盟的天然氣指令。

按照歐盟的指令
，所有進入歐盟國家
的能源管道，其運營
方與能源提供方必須
分離，不得為同一實
體。作為天然氣提供
者的俄羅斯天然氣工
業股份公司應該將管道的運營權轉讓給第三方
公司。

上述指令並非針對俄羅斯，而是歐盟委員
會將歐洲能源公司分拆為開採、交易能源的實
體，以及獨立的能源運輸運營商的一般性原則
。

當然，儘管歐盟委員會不能直接阻撓管道
的認證，但德意志聯邦網絡局(Bundesnetzagen-
tur) 決策時需在很大程度上考慮歐盟委員會的意

見。
此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下屬的

北溪2號股份公司（運營商）試圖通過法律途徑
獲得對歐盟天然氣指令的豁免權，但8月25號
，德國杜塞爾多夫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俄氣的判
決。

北溪 2 號能源管道已經接近完成。 8 月 20
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莫斯科訪問時透露，這
條天然氣管道只剩15公里便將徹底鋪設完畢。

德國官員向俄羅斯提建議德國官員向俄羅斯提建議：：
讓俄氣出售北溪讓俄氣出售北溪22號管道運營權號管道運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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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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國防部長：
德政府對阿富汗局勢存在誤判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日前致信該國國會議

員稱，德國聯邦政府此前對於阿富汗局勢的估計是錯誤的。

德國電視一臺等多家德媒當天援引其獲得的克蘭普-卡倫鮑爾致德國

聯邦議院多名議員的書面信函內容報道稱，德國防長承認德國聯邦政府

在應對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進軍行動時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信中提到

，8月9日，國際社會層面還沒有人預料到喀布爾在一周之內就會不戰而

降。她坦言，德國官方此前對於局勢的估計是錯誤的，對於阿富汗政府

反擊塔利班的能力和意誌都“過分樂觀”。

克蘭普-卡倫鮑爾批評稱，阿富汗局勢的急轉直下部分程度上應當歸咎於

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她指責特朗普任內與塔利班簽訂的協議鎖定了美軍無

條件撤離阿富汗這一結果，這導致阿富汗局勢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目前，圍繞在多大程度上接收來自阿富汗的尋求庇護者這一議題，

德國政界正展開激烈辯論。德國總理默克爾此前已反復強調，不會再采

取對新難民照單全收的做法，而是尋求向阿富汗鄰國提供援助，讓逃離

阿富汗的人可以就近得到安置。綠黨籍總理候選人安娜萊娜· 貝爾伯克

22日則呼籲，德國應當從阿富汗接收包括曾為德國服務的當地人的家屬

、記者、人權人士等在內的群體，這部分人的總數應當超過五萬人。

塔利班強調不接受
美方任何延遲撤軍請求
綜合報導 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紮比烏拉· 穆賈希德24日在發布會上

表示，美國必須在8月31日前撤出所有軍隊和人員。他同時表示，塔利

班正在同各國使館接觸以維持外交關系。

綜合BBC、CNN等媒體報道，當地時間24日17時左右，穆賈希德

在喀布爾媒體中心召開第二場發布會，介紹阿富汗的經濟社會恢復情況

。穆賈希德稱，已任命部分人員代行政府部長職責，銀行和貨幣兌換點

預計於26日開始營業。目前已逐漸拆除街道上的水泥路障，並計劃根據

各大中小學的情況協調復課事宜。

穆賈希德在發布會上強調，所有美軍和相關人員必須按照撤軍協議

在8月31日前撤離，不接受任何推遲撤軍的請求。穆賈希德表示，不希

望看到阿富汗民眾離開自己的國家，呼籲在喀布爾機場外等待的阿富汗

民眾回家，並承諾將保證他們的安全。

在對外交往方面，穆賈希德說，塔利班正在同包括美國使館在內的

各國使館接觸，以維持外交關系。他說，不希望駐喀布爾的外國使館關

閉或停止工作，並承諾將保證各國外交使團的安全。

另據阿富汗當地媒體報道，塔利班消息人士在接受美國《外交政策

》雜誌采訪時曾透露，塔利班將組建一個由12人組成的委員會管理國家

，成員包括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塔利班創始人奧馬爾的

長子穆罕默德· 雅各布、塔利班高級成員哈利勒· 拉赫曼· 哈卡尼、阿富

汗前總統卡爾紮伊、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主席阿蔔杜拉、阿富汗

伊斯蘭黨領導人古勒蔔丁· 希克馬蒂亞爾等人。

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總統拜登當地時間24日在白宮表示，美方正

努力爭取在8月31日前完成阿富汗撤離行動，但撤離行動能否按期完成

取決於塔利班的配合。

沒收到任何通知，立陶宛就擔心起中方要“出手”
綜合報導 自中方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

使後，立陶宛當局依舊試圖為其錯誤行為辯

解。而立陶宛企業已經在擔心他們的對華出

口生意，當地一些政府部門還自行將兩國出

口許可談判停止和雙邊關系聯系了起來。

據波羅的海地區主流英文報紙《波羅

的海時報》（THE BALTIC TIMES）網站

8月22日報道，立陶宛食品生產商希望他

們的產品能繼續出口到中國，但立陶宛國

家食品和獸醫局（SFVS）聲稱，新的出口

許可審批程序已被叫停。

部門主管曼塔斯· 斯塔斯科維丘斯

（Mantas Staskevicius）稱，他們尚未收到

牛奶、肉類和其他產品對華出口有問題的

信號，但已經有一些跡象。

他告訴波羅的海新聞社（BNS）：

“到目前為止，我們辦公室沒有直接收到

任何表明（出口）已經停止的額外問題或

跡象，但一個月前，中方聯系我們，給了

一份違規清單，我們的一家啤酒出口商被

撤銷了向中國供貨的資格。”

這位官員還稱，今年以來，立陶宛與

中國關於飼料、非動物產品和可食用內臟

的出口許可談判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最終

已完全停止。

他稱，“（中方）已停止認證程序。

我們沒有從對方接收到任何可

能停止產品審批的跡象。他們

就是沒行動。我無法評論其中

的原因。”

此外，立陶宛一家通過海

路對華出口牛肉的肉類加工企

業負責人表示，他尚未發現任

何變化，但擔心企業受到緊張

政治局勢的影響。

根據立陶宛國家食品和獸

醫局的數據，去年，立陶宛向

中國出口了472噸牛肉、7700

噸乳製品和625噸水產品。截至8月，立陶

宛今年向中國出口了553噸牛肉、3900噸

乳製品和80噸水產品。

而立陶宛一家乳製品企業負責人稱，

公司近期與一家中企簽署了通過鐵路供應

乳糖的合同。到目前為止，他們並未收到

合作夥伴的任何通知。但他擔心，如果貨

運火車停運，將遇到產品交付困難，海運

費時更長，而且更貴。

原來，外媒此前傳出消息稱，中國將

中斷直達立陶宛的中歐班列運輸，多家臺

媒隨即據此大肆炒作。

但微信公眾號“中鐵集裝箱”8月18

日辟謠指出，近日，有媒體報道中鐵集裝

箱公司中斷與立陶宛的中歐班列運輸。對

此，中鐵集裝箱公司表示，該消息不實。

中鐵集裝箱公司未發布相關消息，目前，

中國與立陶宛間中歐班列運輸一切正常。

8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就美

國務卿同立陶宛外長通話妄稱“中方脅迫”

一事答記者問時強調，中國和立陶宛之間的

外交風波，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我想再次重

申，中方有權對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挑釁行為做出堅決和必要反應。

同時，他要正告美方，中方不會脅迫

任何國家，也不會被任何國家所脅迫。

“脅迫外交”這頂帽子，還是留著美國自

己戴吧。

默克爾為延續對俄務實外交鋪路

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俄羅斯和烏克

蘭，與兩國領導人討論了“北溪-2”天

然氣管道項目等問題。由於德國9月末

將舉行聯邦議院選舉，默克爾不再參

選，德國輿論認為這是默克爾的“告

別訪問”，以使德國的對俄務實外交延

續下去。

勸說俄方
默克爾與普京進行了近3個小時的

會談，涉及的重點議題包括阿富汗局勢

、俄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北溪-2”

天然氣管道項目等。

關於阿富汗局勢，默克爾提出，希

望俄方利用其對阿富汗塔利班的影響力

，為當地德國人以及曾協助德國和北約

的阿富汗人撤離提供便利。普京則著重

強調西方的阿富汗政策“不負責任”、

將“外來價值觀”強加於人，並表示國

際社會應在聯合國安理會協調下密切關

註阿富汗政治進程。

關於納瓦利內問題，默克爾要求普

京釋放這名反對派人士。普京則明確拒

絕，並指出納瓦利內被關押是因為違法

而非因其政治活動。

雖然在上述問題上存在分歧，但關

於即將完工的“北溪-2”項目，雙方達

成部分共識。

“北溪-2”管道經波羅的海連接俄

羅斯和德國，建成後可使俄羅斯繞過烏

克蘭向其他歐洲國家輸送天然氣，因此

被美國和烏克蘭視為對烏能源和政治安

全的威脅。今年7月，德美達成協議，

雙方支持烏克蘭在2024年後繼續保持天

然氣過境國地位，德國將盡力促成俄烏

兩國將俄天然氣過境烏協議延長十年。

普京與默克爾會談後表示，將遵守

承諾維持烏克蘭天然氣過境國地位。但

關於延長過境協議，普京要求歐洲各國

首先給出經烏輸送天然氣的具體購買數

量。

安撫烏方 在默克爾的烏克蘭之行

中，“北溪-2”無疑是最重要的議題。

烏總統澤連斯基在與默克爾會面前對德

方表達不滿，稱“北溪-2”項目將成為

俄羅斯的“武器”，指責德國對待俄態

度“軟弱”，要求默克爾向普京施壓。

默克爾訪烏期間在記者會上表示，

德國政府換屆後會繼續解決烏克蘭的能

源安全問題，也將幫助烏改善能源結構

，減少對俄天然氣的依賴。如果“北

溪-2”項目真的被用作“武器”，德政

府將在歐盟框架內對俄實施製裁。

分析人士指出，默克爾此言意在安

撫烏克蘭，但效果恐怕不盡如人意。烏

克蘭政治評論家弗拉基米爾· 費先科在接

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烏德領導人沒有達

成突破性協議，這並不奇怪。俄羅斯

《消息報》刊文指出，默克爾沒能說服

烏克蘭相信西方，她與澤連斯基的會晤

並未展現德烏友好關系。

堅持對話
默克爾自2005年上任以來已20次訪

問俄羅斯，一直維系著德俄之間的高層

溝通。自 2014 年克裏米亞並入俄羅斯

後，歐盟開始對俄實施經濟製裁，德

俄、歐俄關系因烏克蘭問題趨於緊張。

此外，隨著近年來網絡安全問題、納瓦

利內“中毒”事件等新的矛盾點出現，

德國和歐盟內部主張對俄強硬的聲音

也逐漸增多。但默克爾一直主張保持

與俄方務實對話，並且在形成談判解

決烏克蘭問題的“諾曼底模式”和促

成有關烏東部地區停火的明斯克協議

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北溪-2”

問題上，默克爾也是頂著美國的壓力

和烏克蘭的反對，堅持推進對俄務實

合作。

據英國《衛報》報道，默克爾今

年年初曾強調，同俄方發展關系非常

困難，雙方有諸多矛盾，“但我是堅

持要與俄對話的那個人”。

今年6月，美俄領導人日內瓦會晤

後，默克爾主張歐盟領導人與普京會

晤，通過對話推動矛盾緩解，確保歐

洲穩定。此次在與普京的會談中，默克

爾再次強調，盡管存在深刻分歧，德俄

雙方也應保持對話。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盡管默克爾此

次俄烏之行收獲不多，但體現了其長期

以來堅持與俄對話的一貫主張，為“後

默克爾時代”的德俄乃至歐俄關系做了

鋪墊。

綜合報導 據悉，過去4年，

蒂默曼斯每周都會去動物園探望

奇塔。不過就在最近，她被動物

園禁止探望，原因是飼養員認為

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太長，以至於

奇塔有些不合群。報道稱，動物

園園長表示，奇塔約30年前來到

這家動物園，當時的它吵鬧且難

以駕馭。

探望期間，他們會隔著玻璃

互動、揮手、飛吻。動物園方面

認為，與人類接觸時間太長，尤

其是與蒂默曼斯，對黑猩猩奇塔

是有害的。這損害了奇塔在黑猩

猩群中的地位。“當奇塔一直忙

於接待遊客時，其他猩猩都不理

它，也不把它當作群體中的一員。

它在參觀時間之外都獨自坐著。”

蒂默曼斯認為動物園的這一做法

不公平。至於奇塔，報道稱，目

前還不清楚它的反應。

比利時女子自稱已經“戀上”一只黑猩猩
動物園對其下了禁令動物園對其下了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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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誌明市實施“居家令”
軍人去超市為居民購物

綜合報導 越南胡誌明市要

求居民居家以避免疫情擴散，當

地軍人為居家的居民采購食物，

送貨上門。

據報道，胡誌明市政府要求

所有居民在8月23日至9月6日

期間待在家裏，嚴格遵守防疫管

控措施。這項“居家令”甚至不

允許居民外出購買食物和其他物

品，居民必須依靠當地任務小組

運送他們需要的物品。

24日起，胡誌明市的運送

小組開始根據前一天從當地居民

那裏收到的訂單，去超市采購物

品，越南軍隊也參與了這項工作

。參與運送任務的一名軍人說，

按照社區住戶的要求，他花了

20分鐘去超市取雜貨包。他表

示，之前已經接受了防疫安全措

施的培訓，以保護自己和社區居

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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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和東京都政府

宣布，基於修改後的感染癥法，向都內所有

醫療機構要求面向新冠患者確保病床並最大

限度接收患者。

據報道，該法2月成立後，中央政府提出

要求尚屬首次。這是鑒於感染者激增導致病

床緊張而采取的應對措施。該法修改後，對

沒有人員不足等正當理由而不服從要求的醫

療機構將進行勸告，仍不服從的話則公布醫

院名稱。

此 外 ， 還 要 求 向 為 患 者 輸 氧 的

“氧氣站”和住宿療養設施派遣人員，

並向設有醫學部的大學和護士學校等要

求協助。

當天，厚勞相田村憲久和知事小池百合

子直接會面，正式決定了該項措施。都道府

縣政府中，奈良縣和大阪府等已提出要求，

但未采取公布醫院名稱的措施。此次措施考

慮到，在疫情蔓延超乎預想的情況下，由於

都內也有許多中央政府管轄的醫療機構，為

進一步提高效果，有必要作為中央政府提出

要求。

小池強調：“將把延遲不緊急的住院

和手術等對常規醫療的限製也納入視野，

向都內所有醫院、診所、醫療從業者提出

要求。”

她還呼籲：“為度過最大危機，將打響

全面戰爭。”另一方面，田村表示：“德爾

塔毒株導致的疫情與此前大不相同。希望大

家努力克服嚴峻狀況。”

嚴重挑釁！
日本石垣市策劃登釣魚島，還要立石碑
綜合報導 “更名”鬧劇之後，

日本石垣市還在挑釁。日本廣播協會

(NHK)消息，日本沖繩縣石垣市23日

公開了為其行政區劃“所含的”釣魚

島(日稱尖閣列島)個別島嶼更名後所

製作的石碑。報道稱，石垣市政府當

天還宣稱，計劃向日本政府提出上島

申請，企圖將寫有所謂“尖閣諸島”

字眼的石碑立在釣魚島上。

這場鬧劇還要從去年10月講起。

2020年10月，石垣市議會以多數贊成

票通過了把該市行政區劃“所含的”

釣魚島(日稱尖閣列島)的名字從“登野

城”變更為“登野城尖閣”的議案。

NHK稱，配合所謂“行政區劃名

稱”的更改，石垣市政府製作了5個寫

有島嶼新名稱的石碑。共同社稱，這

些石碑正面寫有“八重山尖閣諸島”

和各島嶼名稱，背面寫有“登野城尖

閣”等，製作費約200萬日元(約合人

民幣11.8萬元)。

不僅如此，石垣市甚至企圖將這

些石碑立在對應島嶼上。石垣市市長

中山義隆當天在石碑發布會上宣稱，

“讓日本國民廣泛了解‘尖閣諸島’

很重要”，“將新的標識立在島上可

以將島嶼的‘歷史’傳達給下一代”。

近段時間以來，日本接二連三的

在釣魚島問題上做出挑釁舉動。國臺

辦發言人此前曾表示，釣魚島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領土，兩岸同胞都負有維

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責任，應該

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維護

中華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

在中國釣魚島問題上，中方立場

是明確的、一貫的。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曾多次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

釣魚島的主權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

依據。日方所作所為絲毫改變不了釣

魚島屬於中國的客觀事實，中方維護

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決心堅定不移。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方面已經多

次表態。今年7月，日本發布2021版

《防衛白皮書》中聲稱釣魚島是日本

領土，當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

回應道，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還表示，

中方在釣魚島海域開展巡航執法活動

，是行使本國固有權力，正當合法。

緬甸軍方戰機在克倫武裝上空盤旋
戰情非常緊張

綜合報導 克倫邦消息

，近期以來，軍方與克倫民

族解放軍（KNLA）之間多

次爆發了戰事。除了KNLA

第5旅外、軍方與第6旅、

第2旅之間，相繼爆發了戰

事。日前，KNLA第 5旅控

區內，有軍方戰機在武裝控

區來回盤旋。

8 月 24 日，KNLA 第 5

旅一名負責人表示，當下的

戰事情況非常的緊張，就連

現在都有軍方戰機在上空盤

旋。目前不方面透露軍事相

關消息，待戰事結束後會有

宣傳部門對外發布消息。

8月23日早上開始，軍

方 駐 軍 、 BGF 邊 防 軍 與

KNLA第 5旅，在當茵河上

方亞德庫玖地區爆發了戰

事。國內媒體報道的消息

顯示，近期，軍方不斷往

克倫邦地區增派兵力，軍

方與克倫武裝的戰事或將

越發激烈。

軍方與克倫武裝多次爆

發戰事後，武裝控區民眾陸

續逃往安全地區。為了躲避

炮彈及空襲，民眾各自在家

中挖掘避彈坑。8月月底，

妙瓦底城區附近KNLA第 6

旅與軍方爆發了戰事，交戰

地點位於城區只有9英裏的

距離。

據克倫武裝發布的聲明

中得知，在妙瓦底戰事中軍

武之間雙方都有傷亡。除了

自然災害和新冠肺炎疫情外

，克倫邦邊境地區的民眾，

還要承受戰事帶來的影響。

爆發戰事後，多個地區出現

了燃油、大米糧食價格上漲

的情況，一袋3.5萬左右的

大米價格被炒賣至40000緬

幣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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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15日，中

央網信辦決定即日起在全國

範圍內開展為期兩個月的

“清朗．‘飯圈’亂象整

治”專項行動，8月初公布的階段性數據顯示，累計

清理負面有害信息15萬餘條，處置違規賬號4,000餘

個，關閉問題群組1,300餘個，解散不良話題814

個，攔截下架涉嫌集資引流的小程序39款。8月26

日，網信辦再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

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藝人榜單、優化調整排行

規則、嚴管明星經紀公司等十項措施（見表），壓緊

壓實網站平台主體責任。官方今次對內地娛樂業的監

管整治的決心與行動，可稱史無前例。作為產業外延

的“飯圈”未來如何進一步走向清朗化？我們採訪了

多位業內人士，聽聽他們的建議和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胡若璋 廣州報道

本科就讀於某211高校的小慧追星十餘年，是圈內的知名
站姐（明星偶像應援站站主）。近幾年，看着內地娛樂

偶像養成的選秀類節目如雨後春筍般湧出，質量卻良莠不
齊，作為觀眾的她有一種“被冒犯”的感覺。正如節目裏一
些明星導師所說，有些選手連自己都還沒準備好，就被資本
和平台方推上舞台了。

站姐：被過度營銷 選手質量降
一路看下來，小慧對這些被過度包裝和營銷的偶像觀感不

是太好。一些所謂偶像，一說話就會暴露出“九年義務教育都
沒完成的短板”，但通過“發大水”（“飯圈”用語，指在微
博，娛樂圈明星靠買水軍進行轉讚評，以製造出人氣很火的假
象）的方式，也能快速出名。

小慧指出，“飯圈”近年湧現出很多尚處小學、初中階段
的追星女孩，她們不僅“死忠度”高，也更容易被煽動和帶節
奏。“有些豆瓣小組裏所謂的‘爆料’，對他們來說是極具煽
動性的。”小慧認為，很多人會抱着“法不責眾”的心理進行
傳播，這就導致輿論氛圍烏煙瘴氣。

此外，追星女孩會竭盡全力去為偶像做打榜活動和操控評
論。8月6日，微博宣布下線的“明星勢力榜”就是追星女孩的打
榜主戰地，它的下線可謂大大減輕了粉絲們的應援負擔。據了
解，明星勢力榜一共有5個考核維度，分別是提及量、互動量、
搜索量、愛慕值和正能量。“為了愛慕值，好多人充值了幾個世
紀的微博會員，會員一年費用就要118元（人民幣）。其他維度
就更不用說了，需要粉絲每天刷幾百個微博做數據。”

“其實沒有了打榜，平台方也會有其他的形式來賺粉絲的
錢。”作為內地娛圈“老人”，小慧建議官方整治還可以採取
三個措施，包括：各平台ID註冊實施實名制、取消微博超話排
名、嚴打營銷號。“實名制不是技術難題，但可以起到警告大
家不要造謠的作用；超話排名和明星勢力榜一樣，都是做數據
的主流戰場；營銷號在惡意引導輿論方面起到負面作用。”小
慧對“飯圈”清朗化抱以期待。

自媒人：榜單本無罪 關鍵在公平
26日出台的通知裏提到，要優化調整排行規則，不得設置

誘導粉絲打榜的相關功能，不得設置付費簽到功能或通過充值
會員等方式增加簽到次數，引導粉絲更多關注文化產品質量，
降低追星熱度。運營多個公眾號的大白此前也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榜單無罪，關鍵是建立一個更公平、
更多維、更權威的評估體系。譬如，引入‘作品影響力’等來
自外部平台的評估視角，或者增加傳統權威媒體的打分機
制。”

除了前述措施，通知還提出嚴禁呈現互撕信息，切實履行
管理責任，及時發現清理“飯圈”粉絲互撕謾罵、拉踩引戰、
造謠攻擊等各類有害信息，從嚴處置違法違規賬號，有效防止
輿情升溫發酵。對發現不及時、管理不到位的網站平台從重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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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經理人：

粉絲經濟 慎防泡沫

●● 粉絲在機場包圍粉絲在機場包圍
偶像的場面屢見不偶像的場面屢見不
鮮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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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Amber從事經理人一職已有6年，因為帶的
都是偶像藝人，在工作中，她的第一準則就是：
與“飯圈”搞好關係。每每有新人入行，Amber
也會告訴他們，“飯圈”和偶像藝人的關係是：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引導得當，偶像藝人可以
快速成名、變現；引導不好，就會成為“余景天
第二”——在內地另一檔知名選秀節目《青春有
你3》中，人氣選手余景天的後援會列出打榜規
矩：如果粉絲不能為余景天花足夠多的錢，將受
到懲罰。該事件被官媒點名批評，並直指“‘飯
圈’是時候整治了”。此後，余景天的經紀公司
公開道歉，承認對“飯圈”引導不足。

取消榜單或致相關節目就地亡
此次官方要嚴打“飯圈”亂象，Am-

ber認為導火索除了“吳亦凡事件”、“余
景天後援會事件”，還有《青春有你3》的
“倒奶事件”。這些事件被官媒點名批評
後，行內就有共識，選秀節目和粉絲打榜
行為將受到嚴打。但在看到官方明確提出
“取消誘導粉絲應援打榜產品功能”的監
管措施時，Amber還是受到了不小打擊。

“這意味着未來節目也不能做榜單
了。那市面上80%的偶像養成類節目會就
地死亡，除非平台方想出新的玩法。”就
在Amber接受採訪不久，愛奇藝就宣布取
消未來幾年的選秀節目。Amber認為經理
人公司也會被迫更換賽道，減少新人的簽
約，即使簽了少量新人，也會走演戲這條

穩紮穩打的路子。
當然，Amber不否認取消打榜也會帶來一些

好處，就是不用再往新人身上無止盡地砸錢了。

問題核心在資本操控“飯圈”
與Amber的着眼點不同，內地某頭部經理人

公司經理人部門的負責人Bob更在意粉絲產業背後
的資本推手。“粉絲產業被資本推得太高了，就像
房價存在過多泡沫，終歸需要冷靜下來。”Bob認
為，長期以來，偶像藝人和粉絲團體都是客觀存在
的，市場也是有需求的。當下被拿出來討論，是資
本過於狂熱的另一種表現，“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打

榜，從最早的報紙投票、短信投票，
到現在五花八門的粉絲助力都只是玩
法不同而已。資本的核心問題不解
決，還是會有新玩法出現，‘飯圈’
還是會被資本牽着走。”

儘管對這次整治行動的效果持
觀望態度，Bob還是給公司新人的初
期孵化做了新規劃：以短視頻平台
搭配小型線下舞台。至於“飯
圈”，“那已經是娛樂產業非常重
要的支柱。不止打榜，藝人的代
言、活動、演出、衍生品文化都是
‘飯圈’在支撐。”

Amber和Bob非常明確，無論
接下來娛樂行業如何發展，“飯
圈”文化和粉絲經濟始終是重要一
環。

●● 微博微博““明星勢明星勢
力榜力榜””88月初宣布月初宣布
下線下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7日就《互聯網信息服
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以
下簡稱《規定》）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
中提出不得利用算法控制熱搜等。

《規定》指出，應用算法推薦技術，是
指應用生成合成類、個性化推送類、排序精
選類、檢索過濾類、調度決策類等算法技術
向用戶提供信息內容。

《規定》要求，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
當加強算法推薦服務版面頁面生態管理，建
立完善人工干預和用戶自主選擇機制，在首
頁首屏、熱搜、精選、榜單類、彈窗等重點
環節積極呈現符合主流價值導向的信息內

容。
《規定》要求，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不

得利用算法虛假註冊賬號、非法交易賬號、
操縱用戶賬號，或者虛假點讚、評論、轉
發、網頁導航等，實施流量造假、流量劫
持；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過度推薦、操
縱榜單或者檢索結果排序、控制熱搜或者精
選等干預信息呈現，實施自我優待、不正當
競爭、影響網絡輿論或者規避監管。

《規定》指出，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
當向用戶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徵的選項，或
者向用戶提供便捷的關閉算法推薦服務的選
項。用戶選擇關閉算法推薦服務的，算法推
薦服務提供者應當立即停止提供相關服務。

網信辦擬禁利用算法控制熱搜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1年8月29日       Sunday, August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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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老
字號“保心安”總經理郭子明27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中成藥要在
內地註冊，需要通過臨床測試，要投資很
大金額去做測試，對港企而言門檻很高，
相信新政策推出後，香港中成藥北上將會
相對容易得多。為了迎接這項新政策，他
說，公司已將符合中成藥正式註冊
（HKC）的產品，包括保心安追風活絡
油，並已準備定相關註冊文件，希望能
盡快在內地銷售。

郭子明表示，公司旗下還有很多中
成藥過渡性註冊（HKP）的產品正申請
為HKC，所需時間較難預計，但當成為
了HKC後便可以在內地銷售，“以往銷
售主要是靠內地人來港購買或港人買後
北上，現時控關令生意受影響。”

他透露，一直以來，該公司有六七成
的客戶群是來自內地，內地人口眾多，相
信藥品在內地的銷售量應會很樂觀。展望
未來，公司將會找一些內地的代理合作銷
售，但暫不考慮北上開設門店。

文 匯 要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4

粵簡化港澳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粵簡化港澳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
審批時間減半利驅風油等打入內地市場

《關於簡化在港澳已上市傳統外

用中成藥註冊審批的公告》正式發

布，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行政許可

處處長邱楠27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原

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的港澳外

用中成藥註冊審批，將調整為由廣東

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實施簡化審批，而

上市註冊審批的技術審評由原來的

200個工作日縮減至 80個工作日辦

結，審批總時限相應由原來的 235日

減至 115日，審批時間壓縮一半。此

舉既可滿足港澳同胞在大灣區內地居

住用藥需求，有利驅風油、活絡油、

白花油、薄荷膏等中成藥進入內地市

場，有助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中藥產業

融合發展，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藥品監

管創新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港澳外用中成藥可北上廣東“條件”
一、由港澳本地登記的企業持有，並經港澳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批准上市且在香港特區、澳門
特區使用5年以上的傳統外用中成藥。

二、實施簡化註冊審批的具體品種目錄由廣東省
藥監局商港、澳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制定並報
國家藥監局備案。

三、國家藥監局委託廣東省藥監局審批的事項包
括上市許可、上市後變更和再註冊。

四、港澳的申請人，應當指定內地的企業法人辦
理相關藥品註冊事項。

廣東簡化港澳傳統中成藥註冊審批措施
一、註冊審批事項由原來國家藥監局審批，調整

為由廣東省藥監局實施簡化審批。

二、精簡申報材料，可不再提供藥物臨床試驗資
料；可提供港澳外用中成藥原在港澳上市註
冊時提交的試驗研究資料作為相應申報資
料。

三、簡化審批流程。上市註冊審批，通過粵港澳
藥品監管機制對接，可減少審批流程中的生
產現場檢查和體系核查環節。

四、上市註冊審批的技術審評由原來的200個工
作日縮減至80個工作日辦結，審批總時限相
應由原來的235日減至115日，審批時間壓
縮一半。

五、上市後變更審批和再註冊時限也分別減少50
日；還優化審批服務，配備人員提供粵語服
務。

港澳外用中成藥可北上廣東申報“條件”或要求
一、在港澳地區登記並持證的企業

二、傳統外用中成藥品種是經港澳藥品監督管理
部門批准上市的

三、上市品種在港澳地區使用超過5年

四、針對外用中成藥特點，申請簡化註冊審批
的，應當提供皮膚過敏性和刺激性試驗研究
資料

五、申請人應當提交相關產品在港澳地區的上市
使用情況及不良反應收集情況報告

邱楠2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為落實簡化港澳
已上市傳統外用中成藥（以下簡稱港澳外

用中成藥）註冊審批流程，解決粵港澳三地用藥
習慣趨同而藥品註冊管理制度不同的問題，廣東
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充分聽取港澳業界意見的基
礎上，結合港澳外用中成藥上市使用多年、群眾
習用廣泛和外用藥劑型安全性相對較高的特點，
研究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並得到國家藥品監督管
理局及港澳藥品監管部門的支持。

減少辦件流轉 增審批效率
邱楠介紹，港澳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事項由

原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調整為由廣東省藥
品監督管理局實施簡化審批。審批事項涉及的技術
審評、註冊檢驗、通用名稱核准和現場核查等各環
節，由原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直屬單位分開實
施，調整為由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實施，以
減少審批辦件流轉，提升審批工作效率。

其次，精簡申報材料。基於港澳外用中成藥
上市使用實際情況作為重要證據，遵循外用中成藥
的特點，可不再提供藥物臨床試驗資料。為避免重
複開展相關試驗研究，可提供港澳外用中成藥原在
港澳上市註冊時提交的試驗研究資料作為相應申報
資料。

同時，簡化審批流程。上市註冊審批，通過
粵港澳藥品監管機制對接，可減少審批流程中的生
產現場檢查和體系核查環節。上市後變更審批，如
相關變更內容在港澳獲得批准，可申請調整審批流
程改為備案辦理。此外，上市後變更審批和再註冊
時限也分別減少50日。

促進港澳做大做強中藥產業
邱楠指出，由於嶺南地區獨特的氣候環境，

港澳傳統外用中成藥例如驅風油、活絡油、白花
油、薄荷膏等，多年來一直被不少港澳地區家庭視
為居家常備藥。簡化註冊審批政策的實施，將有利
於港澳外用中成藥進入內地市場，為在內地生活工
作的港澳同胞提供購藥便利，也方便有着相同用藥
習慣的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居民購買港澳藥品。

他說，港澳地區傳統中成藥生產企業眾多，
當地市場規模有限，實施簡化註冊審批政策有利於
助力港澳中藥企業開拓內地市場，促進港澳地區做
大做強中藥產業，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中藥產業共同
發展。同時，通過政策制定的港澳外用中成藥內地
註冊標準，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中藥質量標準的合
作研究，加快粵港澳三地中藥標準的對接，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中醫藥走向標準化、國際化。

邱楠還表示，在港澳外用中成藥簡化註冊審
批政策實施過程中，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通過
充分發揮改革先行先試的優勢，將維護國家藥品監
管體制和尊重港澳監管機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積
極展開與港澳藥品監管機制對接，支持港澳中藥產
業發展，合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藥品監管機制創
新，共同營造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創新發展的
良好監管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邵昕）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27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廣東省的惠港新政相當於多了個
“窗口”，將推動本港藥廠增加人手，研究新配
方，帶來商機。同時，新政策可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中醫藥走向標準化、國際化，實現粵港澳大灣
區中藥產業共同發展。

吳宏斌指出，嶺南地區獨特的氣候環境，港
澳有很多歷史悠久的中成藥品牌，在內地消費者
心中很有口碑，一些海外華人也都很喜愛香港的
跌打酒等。在廣東省的新政策下，港商可將其產
品進駐內地超市、24小時藥品專賣店等，將帶來
很多商機。

同時，廣東的簡化註冊審批政策也能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中藥質量標準的合作研究，加快粵港
澳三地中藥標準的對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走向標準化、國際化，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中藥
產業共同發展。

巨大利潤空間助力港研發
針對“港澳藥械通”政策27日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正式擴展實施，吳宏斌認為，香港
較少醫療儀器生產，對比放寬中成藥北上，相信
藥品公司會較受惠。不過，使用港澳上市具有臨
床應用先進性的醫療器械將有助內地醫院節流，
相信這個措施或會吸引一些醫療儀器廠商在港設
廠，捕捉商機。

香港特區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是次廣東省對已在香
港上市的傳統外用中成藥簡化進口註冊流程，讓
香港傳統中成藥能夠在較短時間內、以更簡單程
序打入大灣區內地市場，對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
發展、貢獻香港力量有龐大作用。

他指出，香港有不少深受內地市民青睞的中
藥產品，包括白花油、活絡油等因其實用性成為
內地遊客常買的手信，大灣區擁有逾8,000萬人
的市場，預料將給產品持有人帶來倍增的銷量，
巨大的利潤空間也為香港的藥品研發帶來動力，
從而帶動香港醫藥行業的發展。他希望是次放寬
能成為一個好的起點，未來帶動更多藥物的流程
簡化。

使港人到內地安老“無憂”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以往有超過八成香港註冊藥物
未在內地註冊上市，包括不少癌症藥物，故許多
在內地定居、工作、升學的港人，必須定期往來
兩地取藥，造成不便，疫情下兩地控關，使這個
問題更為凸顯，曾有定居內地的患者希望離港前
能一次過領取一年分量的藥物，被公立醫院醫生
拒絕。

但通過“港澳藥械通”後，港澳註冊藥物可
於大灣區指定內地醫療機構使用，崔俊明指出，
兩地政府鼓勵大灣區交流，促進融合發展，若粵

港澳大灣區可以做到藥品互認，將使港人到內地
安老“無後顧之憂”，“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的港人愈多，對藥品互認的需求愈大，若能做到
藥品互認，則也能吸引更多港人前往發展。”

他續指，以往香港藥品市場僅750萬人口，
對不少大藥廠來講缺乏吸引力，若能打通香港與
大灣區市場，在香港藥物註冊審批快過內地的前
提下，不少知名藥廠或會將香港作為進駐內地市
場的“跳板”，積極引入更多新藥到香港註冊上
市，屆時香港市民便有更多藥品可以使用，在內
地的港人和內地病人亦可受惠。

中成藥新“窗口”為藥廠帶商機

新政策降門檻 減港企投資成本

●邱楠在記者會表示，落實簡化港澳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港澳藥械通”試點擴展至珠三角5家醫院進
行，讓一眾在大灣區養老的香港退休長者感到振
奮。圖為廣東一家醫院內，一名長者在看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正在廣州一家中醫醫院實習的香港青年
李鴻昌：

長者容易出現筋骨勞損等痛症，在內地可以開具香港外
用中成藥，能方便部分要求使用香港藥物的患者，對於病人還
是醫生而言都是好事。對於從事中醫外科行業的中醫師來說，
未來可以在大灣區使用港澳的中成藥提高療效。自己願意嘗試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使用香港和境外的外用中成藥。

中醫生
點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眾議院民主黨通過眾議院民主黨通過33..55萬億元的兒童照護及社會福利方案的計畫萬億元的兒童照護及社會福利方案的計畫
拜登在週二的講話中讚揚佩洛西的高超努力通過了預算協議拜登在週二的講話中讚揚佩洛西的高超努力通過了預算協議

((本報訊本報訊））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解解
開人生之謎開人生之謎？？突破自己的困境突破自己的困境？？得到內得到內
心的平安心的平安？？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現在有一個好機現在有一個好機
會會：：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20212021--20222022年度天主教年度天主教
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歡迎想認識歡迎想認識
天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教的朋友天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教的朋友，，或想或想
再慕道的教友參加再慕道的教友參加，，課程將在九月十二課程將在九月十二
日開始日開始，，不收費用不收費用。。因為受到目前疫情因為受到目前疫情
的影響的影響，，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形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形
式式(Zoom)(Zoom)進行進行，，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的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的
時間參加時間參加。。查詢及報名請聯絡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國語組國語組))

李邦寧李邦寧 832832--275275--81788178，，((粵語組粵語組))黎達文黎達文
832832--755755--38723872，， (( 英 語 組英 語 組)Matt Thai)Matt Thai
832832--531531--25032503。。
美華天主堂網站美華天主堂網站: www.ascensionchine: www.ascensionchine--
semission.orgsemission.org
目前彌撒時間目前彌撒時間：：平日彌撒平日彌撒((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英語早上八時三十分英語早上八時三十分、、國語早上十時正國語早上十時正
。。主日彌撒主日彌撒((英語英語))週六下午五時三十分週六下午五時三十分、、
週日早上九時正週日早上九時正，，((國語國語)) 週日早上十一週日早上十一
時正時正。。美華天主堂地址美華天主堂地址:: 46054605 JettyJetty
Lane, Houston TXLane, Houston TX 7707277072

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以220對212的票數，通過了一項3.5萬億美元的
預算計劃，推進了進步派擴大兒童照護及其他社會福利方案的計畫。拜登感謝眾議院的每一位成
員，說：存在分歧總是受歡迎的，重要的是我們齊心協力推進我們的議程。拜登在週二下午的講
話中讚揚佩洛西的高超努力，通過了預算協議。拜登說：這些投資將降低家庭的自付費用而不僅
僅是給他們更多的喘息空間，與其把世界上的每一次休息都給公司和首席執行官，我們可以要求
公司和非常富有的人支付他們公平的份額，這樣我們就可以投資於使我們的國家更強大、更具競
爭力。

這項眾議院的妥協方案，讓眾議院能開始與參議院討論3.5萬億法案的具體細節，他們希望在
9月15日提出法案的文本。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將有助於讓人們開始工作和鏟土。美
國已經建立了一條前進道路，確保美國能夠在9月27日之前通過這項百年一遇的基礎設施投資，

從而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並將我們的國家帶入21世紀。
眾議院也同意將在9月27日前，表決被民主黨中間派視為優先事項的1.2萬億美元基礎建設

計畫。佩洛西在投票後的一份聲明中說：就我們國家的就業和商業而言，通過基礎設施法案總是
令人興奮。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它也必須成為保護我們環境的一部分。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表示，她致力於在9月27日之前通過兩黨協議。每位眾議院民主黨人都投票贊成該法案，包括反
對者。

基礎建設計畫包含了5,500億美元的新支出，並企圖振興並擴大美國的道路、鐵路、橋梁及
寬頻網路。3.5萬億美元預算提案將導致該國社會安全網的轉型，包括了資助氣候計畫、擴大醫療
保險覆蓋範圍、建立普及學前班、資助老年人護理和建立平民氣候軍團的條款，其中一些資金來
自更高的對年收入超過 40萬美元的公司和美國人徵稅。

((本報訊本報訊））好消息好消息，，亞商會與亞商會與National ACENational ACE和和
GrubhubGrubhub合作幫助體斯敦餐館行業合作幫助體斯敦餐館行業。。與以往的救助與以往的救助
金不同金不同，，這次的救助金專門提供給亞裔雇主的餐廳這次的救助金專門提供給亞裔雇主的餐廳
，，申請期限至本月底止申請期限至本月底止，，申請者請早把握機會申請者請早把握機會！！

申請非常簡單申請非常簡單。。請參考如下請參考如下。。我們優先給商會我們優先給商會
會員及參加餐館月的餐館註冊會員及參加餐館月的餐館註冊，，一周後將開放給非一周後將開放給非
會員註冊會員註冊。。註冊到註冊到100100家為止家為止，，然後根據條件選出然後根據條件選出
1313家餐廳家餐廳，， 1212家家1000010000元元，，一家一家80008000元元。。

申請條件申請條件：：
11,,亞商佔股亞商佔股 5151%%以上以上。。 The business mustThe business must

be Asian American/Pacific Islander/Native Habe Asian American/Pacific Islander/Native Ha--
waiian (AAPI) majority-owned (at leastwaiian (AAPI) majority-owned (at least 5151%%

22..20192019 年開業年開業。。 The business must haveThe business must have

been operational inbeen operational in 20192019
33,, 餐館還在運行餐館還在運行。。 The business must beThe business must be

currently in operationcurrently in operation
44，，執照是有關食物加工和服務執照是有關食物加工和服務.The busi.The busi--

ness' s primanlicensed activity is "the preparationness' s primanlicensed activity is "the preparation
and serving of food"and serving of food"

55,,最多有三個分店最多有三個分店。。 The business operatesThe business operates
in a maximum of three locations (ineligible if opin a maximum of three locations (ineligible if op--
erating in four or more locations)erating in four or more locations)

申 請 銜 接申 請 銜 接: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restaurantfuncrestaurantfunc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不要錯過不要錯過。。

亞商會幫助亞裔餐館活動亞商會幫助亞裔餐館活動，，至八月底為止至八月底為止

「愛心組織」 年度贈送學用品儀式 義工百人花五小時為700份學用品包裝

於於19931993年成立的華人愛心組織年成立的華人愛心組織CARE,CARE, 2828年來年年不斷的為社區付出年來年年不斷的為社區付出，，不論是捐學用品文具不論是捐學用品文具、、捐糧食捐糧食
、、捐口罩捐口罩，，永遠都不落人後永遠都不落人後。。也因為也因為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多年來對美國低層社會濟貧的付出多年來對美國低層社會濟貧的付出，，所以至今本地的反華所以至今本地的反華
勢力與外地相比也相對的減少勢力與外地相比也相對的減少。。今年今年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年度贈送學用品的儀式已於昨天年度贈送學用品的儀式已於昨天（（周六周六））下午盛大舉行下午盛大舉行。。
而在前一天而在前一天（（周五周五））下午三點至晚上八點下午三點至晚上八點，，在小學的大禮堂內包裝近七百個文具書包在小學的大禮堂內包裝近七百個文具書包，，則是一份不小的工程則是一份不小的工程
。。因為當時正值上班日因為當時正值上班日，，很多人在工作中抽不開身很多人在工作中抽不開身,,能夠趕來幫忙包裝人士的精神尤其珍貴能夠趕來幫忙包裝人士的精神尤其珍貴，，除了除了 「「愛心愛心」」
主要成員的主要成員的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 及及 「「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CCAA ),JCCAA ), 「「FASCAFASCA 」」 及及 「「糖城青少年糖城青少年
團團」」 及及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各出動十位義工各出動十位義工，，總計義工人數逾百人總計義工人數逾百人。。而當天最特殊的莫過於而當天最特殊的莫過於 「「美南美南
山東同鄉會山東同鄉會」」 ，，在老會長李莉穎在老會長李莉穎（（今年今年 「「愛心愛心」」 的的 「「財務財務」」 ））的號召下的號召下，，由今年新任會長孫建義由今年新任會長孫建義，，率領范崇率領范崇
海海、、鄶修杰鄶修杰、、王求峰三位理事王求峰三位理事，，在最早的時段前往在最早的時段前往，，擔任前面搬運的重活擔任前面搬運的重活，，他們任勞任怨他們任勞任怨，，不怕吃苦的精神不怕吃苦的精神
，，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圖為百人擠滿了圖為百人擠滿了Edward WhiteEdward White 小學的大禮堂小學的大禮堂，，埋首作贈送學用品的文具包埋首作贈送學用品的文具包。。及及
完工時還在現場的人大合影完工時還在現場的人大合影。。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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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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