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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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0/2/2021

（ 中 央
社 ） 美 國 國
務 卿 布 林 肯

（Antony Blinken）於9月30日透過新聞稿祝賀中共 「十一」國慶
。相較去年川普政府時期，布林肯這次的賀詞提及 「美國尋求合作
解決我們（美中）共同面臨的挑戰。」

據美國國務院官網新聞稿，布林肯表示：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迎來10月1日國慶之際，我謹代表美利堅合眾國向中國人民表示祝
賀。美國尋求合作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祝願中國人民在未來
的一年裡和平、幸福和繁榮。」

由國務卿在邦交國國慶時發表賀詞是美國外交慣例。然而，相
較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2020年發表的聲明，布

林肯這次增加了 「美國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內容。
蓬佩奧2020年的祝賀聲明為 「我代表美國人民，在10月1日中

國國慶節祝賀中國人民。美國祝願中國人民未來一年裡健康、繁榮
、快樂和和平。」

香港南華早報分析，布林肯的表態可能是華府尋求緩和與中國
緊張關係的最新跡象。

路透社路透社

祝賀中國十一國慶祝賀中國十一國慶 布林肯布林肯：：美國尋求與北京合作美國尋求與北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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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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enty-three suspects, including five
Houston residents, were charged in an
international fraud scheme and conspiracy to
steal at least 17 million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they
are also being charged with conspiracy to
commit wire fraud and money launde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2017, the suspects
used a multitude of fraudulent schemes to
obtain money from their victims including
online romance scams and emails including
investor fraud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raud.

The suspects are accused of targeting older
people and used various schemes such as a
dating service website. Once they obtained
money from their victims, it was then wired

overseas.

If these people are convicted,
they could face up to 20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We urge all peopl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on the various social
media websites. Many of them
are misleading and are only
trying to cheat their victims.

Today we are living in a global
village. Now the internet age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but
also has created a lot of
problems. We want to urge
people to watch and be careful
on what is being shown on the internet. A lot of the offers are too good to be true.

1010//0101//20212021

Twenty-Three Charged In SchemeTwenty-Three Charged In Scheme
To Steal $To Steal $1717 Million DollarsMillion Dollars

包括五名休斯敦居民在
內的二十多名人士 ，週四被
聯邦檢察官起訴， 指控他們
詐騙了一千七百多萬美元，
罪名還包括洗錢和蓄意欺詐
。

根據聯邦起訴書中指出
，這批人多半是透過交友社
群網站對那些年長者下手 ，
得逞後就把錢匯往國外。

大約有一百人上當騙走
了一千七百萬元 ，其中也包
括許多公司行號及政府單位
之支票。

這批騙徒通常是在社交
交友网站，偽裝是交友來騙
取受害人之信任後 ，開始對
他們下手， 當他們騙到錢後

立即轉至國外戶頭。
我們要呼籲大家特別注

意類似騙局不斷上演， 尤其
是在社群網站上， 無數交友
網站更是無法無天， 以假照
片假資訊來行騙。

我們更要奉勸大家決不
要輕信那些假消息， 在社交
網站上必須察明訊息來源 ，
如果有金錢上的問題 ，一定
更要小心。

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时
代 ，世界已經成為了地球村
， 那些騙徒藏在世界各地之
黑暗角落， 他們用許多方式
突破人們的防范， 來對那些
無辜者下手。

網路詐騙猖獗網路詐騙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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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緊跟著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
的腳步，澳洲在經歷長達 18 個月的嚴格邊境
管制後，預計將在 11 月重新開放國門，讓國
民在條件限制下可自由出入境，而想要入境的
外國旅客則需要取得符合國際公認的疫苗接種
文件。如今，澳洲將認可的疫苗品牌初步清單
也已曝光。

自2020年3月以來，澳洲實施相當嚴格的
邊境管制，不僅國外旅客無法造訪澳洲，連身
在海外的澳洲人也無法返國。因為嚴格的邊境
管制規定，過去560天來有無數澳洲班機停飛
。根據統計，光是今年前5個月，澳洲當局就
拒絕了超過 10 萬筆入境需求的申請。而如今
，隨著該國疫苗施打率提升，澳洲邊境預計將
在11月重新開放，首先將迎接澳洲人返國。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今
（1）日宣布，要在11月起重新開放邊境。他
說明： 「市時候把原本的生活還給澳洲人。」
他也指出政府方面正在為此作準備，且表示
「澳洲會很快準備好重新出發。」

根據澳洲內政部公告，境內的大部分地區
都將在幾周之內從澳洲的國家疫苗計畫之B階
段（疫苗接種過渡期：約70%成年人完全接種
疫苗）進步到C階段（疫苗接種鞏固階段，大
於80%成年人完全接種疫苗）。在達到C階段
之後，就將向以完全接種的澳洲人民開放國際
旅行的權利（編註：澳洲的國家計畫最後階段
是D階段，會全面開放國境，入境後需要進行
核酸檢測，並且將持續研發可針對變種病毒的
疫苗。）

根據澳洲內政部說明，完整接種疫苗的澳

洲 人 ， 只 要 是 接 種 澳 洲 醫 藥 用 品 管 理 局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TGA）核
准的疫苗，返國後只需要在家隔離7天，而非
過往需要強制在收費高昂的飯店隔離 14 天
（預計花費3000澳元，超過新台幣6萬元）。
未接種疫苗者，或是未接種TGA認可疫苗者
，則預計入境後要隔離14天。

當前，通過澳洲 TGA 核准的疫苗，
共有4款，分別是輝瑞/BNT（Pfizer - BioN-
Tech）、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AZ）
、莫德納（Moderna）以及嬌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但考慮到為了讓更多在海外接
種疫苗的澳洲人可以順利返國，澳洲內政部指
出 TGA 正在針對 Covishield（印度版 AZ 疫苗
）以及Coronavac（中國科興Sinovac）疫苗所
提供的保護數據進行初步評估，並且也建議將
此兩款疫苗，列入認可清單。

不過澳洲內政部指出，額外認可完整接種
Covishield（印度版 AZ 疫苗）以及 Coronavac
（中國科興 Sinovac）疫苗者可以入境澳洲，
跟這兩款疫苗在澳洲被 「批准」是兩回事。目
前TGA尚未決定是否將這兩款疫苗納入認可
清單。除了上述兩款疫苗之外，TGA 也將持
續根據當前的可用數據，還有所提供的數據來
評估 「認可的疫苗」。

上述澳洲預計開放國門的計畫，根據
《BBC》報導，會先向符合條件的澳洲人實施
，也就是為讓因疫情分隔兩地的澳洲家庭們能
夠重聚。估計因為澳洲邊境管控而被滯留海外
者有數萬人。不會立即向外國人開放，但是澳
洲方面也將很快做好相關準備。

澳洲11月開放邊境澳洲人有特權
認可疫苗清單曝光

籌劃多年的”歐巴馬總統中心”終於在芝
加哥南區傑克遜公園破土動工了， 曾經擔任美
國第44屆總統的歐巴馬和夫人親返故鄉參加開
工儀式, 歐巴馬難掩心中雀躍之情, 他當著伊州
州長與芝加哥市長等人面前說道:”這一天姍姍
來遲，我一生中所有最珍貴的東西都是從芝加
哥開始的，我想要回饋芝加哥，這個中心是我
對這座城市的一種回報方式。”

是的, 長久以來，歐巴馬一直與芝加哥密
不可分, 雖然他出生於夏威夷, 童年也不是在這
裡度過, 但他生命的發跡是從芝加哥開端。
1985年至1988年，歐巴馬在芝加哥南區擔任社
區組織工作，之後進入哈佛大學研習法律, 並
於1991年回到這裡，從事教職, 並開始從政生
涯，歷經了各種艱辛選舉,最終成為總統, 因此
歐巴馬稱得上是”芝加哥之子”, 當年他當選
總統後, 從這裡提攜了一批菁英入主白宮。在
結束總統任期後, 歐巴馬毫不猶豫欽定芝加哥
為總統中心所在地，似乎證明了芝加哥是一個
有政治野心的年輕黑人可以出人頭地的地方,
因為這裡的確生產了一位像他一樣出類拔萃的

黑人總統，儘管歐巴馬現在已搬離芝加哥, 住
在麻州瑪莎葡萄園島價值1200萬美元豪宅裡，
但他依然與芝加哥密不可分, 他永遠代表了芝
加哥的榮耀 。

由於興建歐巴馬總統中心需拆除傑克遜公
園所在地的重要部分，其中涉及歷史資源、公
園用地和花卉樹木等,造成對環境、景觀以及野
生動物的破壞, 因此遭到環保人士強烈反對, 興
起無數訴訟,在兩位市長力挺下終克服萬難興建
。

歐巴馬總統中心有八層樓高，造價達五億
美元, 全由私人募款, 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體
育館和娛樂館四大部份，是一個多元化的中心
, 將把歐巴馬在白宮橢圓形總統辦公室實景重
現在這裡，包括辦公室內具歷史意義的堅毅桌
以及每一件歐巴馬使用過物品的複製品全都會
收藏在這裡。

歐巴馬總統中心標誌了黑人斐然成就,必將
讓這個城市充滿了活力與希望,落成後,開放給
社區使用,將來必為年輕人匯萃的勵志館，讓他
們在此築夢，激勵他們成為未來的領導人！

【李著華觀點 : 破土植夢
歐巴馬總統中心終於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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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社民黨贏得聯邦議院選舉
後默克爾時代等待開啟

雙管齊下！
希臘流感疫苗和新冠加強針同步開打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長阿塔納西奧斯· 普列弗裏斯在近日表示，普

通流感疫苗接種工作已經開始。此外，新冠疫苗第三針(即加強針)的接

種工作也根據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的規定正常開展。

普列弗裏斯重申，自9月初，私人醫生與兒科醫生將納入“自由”

疫苗接種計劃中。希臘衛生部將與牙醫聯合會一同決定，患者在就醫前

是否要進行快速檢測，以及應在何時進行快速檢測。此外，普列弗裏斯

表示尚未討論是否擴大強制接種疫苗範圍。

當地時間9月26日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

臘新增1100例新冠患者，目前累計確診645969例；新增死亡24例，累

計死亡14679例。

對于校園新增病例數據，普列弗裏斯表現出樂觀的態度：“從校園

新增病例數據來看，我們持樂觀態度。因爲與開學前相比，6-18歲之間

的新增病例數量有所減少。通過持續跟蹤，我們對未來線下授課持續進

行也保持樂觀態度。”

目前，希臘北部部分州處于疫情高風險狀態，但普列弗裏斯強調

不會對這些地區進行全面封鎖。該地區醫院 ICU病房人數增加了9%

，普通病房人數約增加了25%。普列弗裏斯對此表示：“雖然我們已

經嚴格遵守這些防疫措施，但是這些區域疫苗接種率低于希臘其他

地區。”

帕帕尼克拉斯醫院ICU主任卡布拉韋羅斯預測，重症監護室將面臨

壓力。2020年的聖迪米特裏奧斯節(10月26日)和10月28日希臘國慶日期

間，疫情在希臘迅速傳播，所以今年人們應特別注意。

普列弗裏斯指出，以上活動將在遵守防疫規則的前提下舉行，

以確保局勢穩定。現在希臘疫苗接種率已超過80%，但是仍有超過

60萬 60歲以上的民衆未接種疫苗。此外，普列弗裏斯還強調將續簽

輔助醫生的合同，他指出政府將支持輔助醫生與衛生系統建立永久

關系。

德國聯邦選舉計票機構公布聯邦議

院選舉最終結果，社民黨以25.7%的得票

率贏得聯邦議院選舉，基民盟/基社盟以

有史以來的最低得票率24.1%位居第二。

這也意味著，掌舵了這個國家16年

，不再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理默克爾，可

能不久後將告別政壇。隨著這位“鐵娘

子”的轉身離開，德國和歐盟，將走向

怎樣的明天？

【政壇洗牌 默克爾或成在位最長德
總理】

對于得票率最高的社民黨，挑戰才

剛開始。

由于沒有任何政黨單獨獲得過半數

選票，社民黨需要同其他黨派聯合組閣

。在此期間，默克爾或將繼續擔任看守

總理。

而這可能將持續數周或更長時間。

上次選舉後，經過169天漫長的組閣談

判，德國才終于有了新政府。

這一次，面對更激烈的混戰，德國

政治人士認爲，默克爾的政治生涯至少

在12月底之前不會落幕，很可能將成爲

德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

此外，如何確保新的聯合政府“不

會因內讧而分崩離析”，也將成爲擺在

社民黨面前的另一大挑戰。

【德國政黨政治“碎片化” 告別穩
定？】

回看德國這次的“超級選舉年”，

選情幾度反轉，意外連連。

新冠疫情以來，頂著默克爾“光

環”、本被輿論看好的聯盟黨，陷入口罩

醜聞，被批洪災應對不力，風光不再。

繼主打“氣候牌”的綠黨強勢崛起後，

社民黨也奮起直追。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

洪建在接受中新網采訪時指出，德國國

內民意出現較大分裂和波動，展現出的

是德國近年來政黨政治的碎片化趨勢。

默克爾領導德國和歐洲應對歐債危

機、烏克蘭危機等一系列挑戰，發揮了

“穩定錨”的作用，但對其部分國內政

策，民意支持度兩極化。

借反移民情緒發展壯大的選擇黨一

度來勢洶洶，盡管在今年的選舉話題中

明顯弱化，但這並不代表右翼勢力從此

消失。

多個支持率相近的政黨互鬥將日趨

激烈，德媒認爲，“德國人備加珍視的

政治穩定很可能將不複存在。”

【國際秩序變化 年輕人“期待改
變”】

此次選舉中，還有一群特別的“選

民”，思索著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是

否需要轉變“風格”。

17歲的學生阿爾布雷希特對默克爾

長達16年的執政，感到“震驚”，認爲

德國需要“真正的改變。”

德國年輕人們盡管在默克爾治下的

時代長大，卻愈加遠離年長一輩的價值

觀，更多聚焦于社會正義和生態環境。

而這，也正是默克爾任內的遺留問題。

在數字化、氣候政策和人口變化等

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上，“這個國家的態

度幾乎落後得讓人感到怪異。”德國曼

海姆大學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教授貝克

表示。

經曆了“黃金時代”的德國，如今

在部分領域停滯不前，經濟不平等加劇

，一半人口擁有德國99.5%的財富。以德

國爲橫截面，折射出歐洲多國也面臨著

疫情、地緣政治競爭等諸多嚴峻挑戰。

德國的代際更替問題，不僅表現在

年輕人對政治的認識變化，還涉及自身

的社會發展，崔洪建說。面對國際秩序

變化和科學技術等帶來的一系列挑戰，

“德國已有些力不從心。”

【“把命運把握在自己手中”？】
離開了“母親”默克爾，德國還能

否繼續保持其影響力？政策方向又可能

出現怎樣的變化？

首先，德國有望保持在歐主導地位

，多名專家對中新網指出。

作爲歐洲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默

克爾領導下的德國並非情願、但別無選

擇地挑起大梁。德國的角色重要了，法

國的權重便降低。隨著默克爾離任，法

國總統馬克龍很可能將試圖填補領導真

空。

不過，鑒于德國強大的經濟實力，

它仍存在主導歐盟的實力。但在外交尤

其是安全領域，其話語權和主動性可能

會不如法國。

其次，面對美德關系，德國應該會

“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經曆了特朗普政府對同盟關系的四

年破壞，美歐漸行漸遠。隨後，美國又

被曝對歐監聽醜聞。加上近期拜登政府

“截胡”潛艇合同，對法國“背後捅

刀”，歐洲再被敲響警鍾。

原本指望拜登修複跨大西洋關系的

歐洲再度受傷地發現，“美國是個不可

靠的朋友。”

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執

行主任闫瑾指出，德美關系“不可能會

回到過去”。德國及歐盟，將繼續推動

戰略自主。

此外，從個人風格來看，德國新任

領導人的對華政策會趨于強硬。但考慮

到德國外交政策延續性的特點，對華的

大方向不會改變，闫瑾認爲。

德媒則援引專家分析稱，“法德軸

心”中任何一方，往往不會單邊行動。

2022年 4月法國大選塵埃落定前，德國

對華政策不會發生太大變化。

意大利醫協呼醫護接種第三劑疫苗
新生兒數量再下降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

診病例3099例，死亡44例。截至26日18

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4660314例，死亡

病例130697例，治愈病例4427373例。

據報道，意大利全國外科醫生和牙醫

聯合會(FNOMCEO)主席阿內利在國家科學

技術委員會正式決定進行第三劑疫苗接種

後，要求爲所有的衛生人員注射第三劑。

阿內利建議從那些暴露在病毒環境中的人

開始，諸如在新冠病毒傳染部門工作的醫

護人員。

阿內利解釋說，很難量化究竟有多少

醫生處于危險之中，新冠病毒傳染部門的

開放與關閉取決于疫情的進展。首先爲老

年人、免疫力低的人接種第三劑是正確的

，但第三劑疫苗可以確保減少暴露在新冠

病毒環境中的醫護人員的感染風險，有助

于醫護人員安心工作。

意大利國家統計研究所(Istat)所長布朗

基亞多日前發布人口警報。布朗基亞多在

報告中指出，這是一個瀕臨崩潰的數字，

從2013年到2019年，意大利失去了70.5萬

人口，如果從2002年開始算，則失去了

130萬人口。

布朗基亞多表

示，大流行相當于

第三次世界大戰，

2020年出現的死亡高

峰和戰爭年代相似。

去年3月-4月死亡的

平民，幾乎與二戰期

間死亡的士兵人數相

當。大流行的 2020

年記錄到了40.4萬例

新生兒，而今年的新

生人口預估將再次下

降至38.5萬人。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在博洛尼亞

舉行的意大利勞動聯合會(CGIL)《未來

2021》論壇上表示，由于我們做出的正確

選擇，最近幾天首劑疫苗接種顯著增加，

這使得我們進一步控制了疫情。目前意大

利占可接種人口77.4%的人完成了兩劑疫

苗接種，8360萬人完成了第一劑疫苗接種

。大流行感染仍在繼續，我們依然需要謹

慎和小心。

意大利全國家政雇主協會發出警報，

要求政府立即幹預未接種疫苗的超過100

萬家庭工和保姆。協會主席茲尼表示，

未接種疫苗的家政工人數可能占總數的

50%，6月份進行的一些統計甚至表明只

有60萬名家政工接種了疫苗，目前約有

100萬家政工未接種疫苗。而根據現行法

律，檢查家庭工和保姆健康碼的權力在

雇主手中。

市長選舉在即
羅馬卻突遭野豬羅馬卻突遭野豬““入侵入侵””

綜合報導 報道稱，意大利約有超過200萬頭野豬，

其中5000到6000頭于羅馬所在的拉齊奧大區活動，不少

野豬會去街頭的垃圾桶翻找食物。面對野豬入侵，部分

羅馬市民表示擔憂，有人說“我走在路上很害怕，它們

很有可能撲到我身上。”

爲遏制野豬數量過快增長，該地區在2019年就屠宰

了大量野豬。上月，拉齊奧大區還批准一項新法令，允

許民衆在部分城市公園捕獵野豬。當地某公園負責人稱

，目前該地區每年需捕殺的野豬數量已經從700頭增加

至1000頭。

野豬入侵正值羅馬進行市長選舉之際。尋求連任的

羅馬市長維吉尼亞· 拉吉正試圖利用這一點攻擊政治對手

，她指責拉齊奧大區沒能將野豬趕出羅馬，並提起法律

訴訟。然而拉齊奧大區否認該說法，並稱如何管理野豬

應由羅馬等各市政委員會共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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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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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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恩典
的道路上

佈道會聚會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篇65篇11節

10/9

誠摯地歡迎您線上收看
   或親臨參與
     我們的屬靈饗宴

線上直播

True Jesus Church
Houston

11：20 am - 12：30 pm 
1：45 pm -  3：00 pm

（綜合報導）在爭議之下，中國拘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
史佩弗將近3年才釋放；美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
天指責中國俘虜人質以遂政治目的 「令人完全無法接受」。

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史佩弗
（Michael Spavor）於2018年12月在中國被捕，當時正是華為
財務長孟晚舟因美國詐欺案拘捕令而在溫哥華機場被捕的數天
後。

除康明凱、史佩弗兩人外，一對華裔美籍姐弟辛西亞．劉
（Cynthia Liu）與維克特．劉（Victor Liu）也在北京限制出境

下，在中國滯留3年多；孟晚舟於24日獲釋後，這對姐弟才得
以返美。不過，北京堅持上述案例都和孟晚舟案無關。

布林肯今天出席匹茲堡（Pittsburgh）美國-歐盟貿易和技
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首次
會議，他告訴媒體說： 「當然我們樂見康明凱、史佩弗和兩個
美國公民一樣能夠返家。」

布林肯說： 「但更大的問題仍然存在，不僅是中國，也有
其他國家為了政治目的而任意拘捕他國公民；這些都令人完全
無法接受。」

康明凱與史佩弗坐牢，引發中國外商的恐懼，他們早已習
慣在這10多億人口國家做生意賺錢，未曾想到會受到北京與西
方關係緊張的干擾。

華府指控孟晚舟涉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而孟晚舟
獲釋自加拿大返國，在中國被吹捧為外交勝利而大肆慶祝。

美國檢方對孟晚舟案達成緩起訴協議，若孟晚舟遵守協議
條件，檢方將於2022年撤銷告訴。

雄心不堪黨內分歧 拜登3.5兆美元支出計畫恐縮水

監控阿富汗蓋達組織
美擬遠距空襲但效果受質疑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和他在國會的民主黨盟友為了
通過一項龐大的社會支出計畫，正準備收斂雄心。拜登提出的
計畫規模為3.5兆美元，有些國會議員擔心金額過高，甚至有
意砍半。

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希望通過3.5兆美元的社會支出
計畫，卻處處受人掣肘，拜登和幕僚正試著擬出規模較小的計
畫，好讓意識形態紛雜的民主黨黨團齊心協力。

路透社報導，拜登將他的 「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視為他影響後代的關鍵，也是民主黨在2022年期
中選舉和之後選戰贏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這項計畫的一部分
是要在醫療保健、教育和氣候變遷方面投入更多資金。

拜登政府另推出規模1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加上這項
3.5兆美元的支出計畫，雖能兌現拜登的競選承諾，卻也在民
主黨內部醞釀分歧。

部分溫和派人士樂意通過基礎建設法案，但對更大規模的
開銷持謹慎態度；左傾進步派則未表態支持道路和橋樑建設法

案，也不保證能解決健康、氣候和教育等優先要務。
拜登和幕僚正試圖折衷，本週頻繁與溫和派聯邦參議員席

納瑪（Kyrsten Sinema）及曼欽（Joe Manchin）會談，這兩人都
曾對拜登這項3.5兆美元方案的規模表達顧慮。

會談目的是找出能讓更多保守民主黨人接受的支出金額和
類型。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曼欽今天表示，他最多只能接受
1.5兆美元的方案；這意味著計畫規模需要大幅削減，也可能
破壞推動整套立法程序的努力。

美國務卿譴責北京為政治目的美國務卿譴責北京為政治目的
任意拘禁他國公民任意拘禁他國公民

（綜合報導）美軍撤離阿富汗後，五角大廈計劃以空襲方
式防止蓋達組織（Al-Qaeda）捲土重來，但部分專家與國會議
員對所謂的 「超視距」戰略效果表示懷疑。

美國總統拜登4月宣布美軍完全撤離駐阿富汗時，就矢言
絕不容許蓋達組織重返阿富汗。前蓋達首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在阿富汗策劃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

自宣布撤軍以來，五角大廈一再宣稱，能透過美國基地或
航空母艦上以 「超視距」（over-the-horizon）方式發動攻擊
，確保在阿富汗的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IS）激進團體受到控
制。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昨天告訴聯邦眾議院

軍事委員會，稱超視距運作確實困難，但絕對有可能。
8月29日美軍無人機在喀布爾（Kabul）進行空襲，導致10

名平民不幸喪生；兩週前，奧斯汀不得不為此道歉。
阿富汗和最近的美國基地之間距離數以千里計，對於遠距

攻擊地處內陸的阿富汗有多少效果，許多專家和國會議員都表
示懷疑。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海洋戰略教授霍
姆斯（James Holmes）為所寫文章下了標題： 「要超視距狙擊
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祝好運！」

他說： 「當戰場位置是空軍或從海上容易抵達的範圍內，
超視距攻擊是可以操作得很好。」

曾是美國海軍軍官的霍姆斯說： 「陸上基地的戰機從波斯
灣的跑道起飛，必須繞過南方敵對國家伊朗的空軍基地、進入
阿拉伯海，再北上穿過巴基斯坦領空，才能到達位於阿富汗的
目標。」

「航母戰機遠距攻擊較容易些，因為航母上的跑道具機動
性，可在阿拉伯海上移動。」

「但即使如此，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距離巴基斯坦沿岸最近
的點，也有近700英里（1126.54公里）。」

共和黨籍佛州聯邦眾議員瓦爾茲（Mike Waltz）指拜登和
奧斯汀描寫超視距作戰能力，是在編造一本 「虛幻小說」。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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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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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伊斯梅爾向國會下

議院提交第十二個馬來西亞計劃，這一最新的馬

來西亞經濟發展五年計劃聚焦於促進經濟復蘇和

提高民眾收入。

這一計劃總撥款預期將達到 4000 億林吉

特(1林吉特約合 0.24 美元)，致力確保經濟可

持續性增長和社會分配更加公平，希望到

2025 年將馬來西亞打造為高收入國家和高科

技國家。

計劃規劃的主要發展目標包括，在2021年

到2025年期間，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

為4.5%到5.5%；到2025年家庭平均月收入達到1

萬林吉特；縮小馬國內不同區域發展差距及節能

減排等。

伊斯梅爾坦言，新冠疫情給馬來西亞經濟帶

來很大影響。2020年，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

較前一年下降了5.6%，這也導致在第十一個馬

來西亞計劃(2016年到2020年)期間，年均國內

生產總值增長率下滑到2.7%。他表示，在第十

二個馬來西亞計劃期間，將致力於恢復經濟增

長動力。

伊斯梅爾指，將在馬來西亞計劃中改善各族

裔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其中包括在華裔民眾聚

居的社區改善特別貸款以幫助低收入華裔家庭。

他還規劃在今年底前就要創造 50萬個工作機

會，以降低疫情帶來的沖擊。

在該計劃中，馬政府還規劃多項社會和政治

改革，其中包括承諾近期將提交修憲案以落實投

票年齡下修到18歲政策。

泰國10月起將縮短入境旅客隔離時間

開放更多旅遊示範區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主持召

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會議。會

議通過多項措施，包括縮短入境旅

客隔離時間、開放更多旅遊示範

區、解禁部分商業場所等。

疫情管理中心發言人會後表示

，從10月 1日起，完整接種兩劑新

冠疫苗的入境旅客隔離期將從原先

的14天縮短爲7天；沒有接種疫苗

的旅客，從空路或海路入境的隔離

期縮短爲10天，從陸路入境的隔離

期仍爲14天。

同時，10月1日起在“普吉沙盒

計劃”基礎上開放更多旅遊示範區

，包括素叻他尼府的蘇梅島、帕岸

島、龜島，攀牙府的拷叻、長島，

甲米府的皮皮島等。

11月 1日起增加開放10府，即

曼谷、甲米、攀牙、巴蜀、佛丕、

春武裏、拉廊、清邁、黎府和武裏

南府。

另外，10月1日起將放寬部分防

疫措施，包括開放兒童發展中心、

圖書館、博物館、教育培訓中心、

美甲店、紋身店、水療店、按摩店

、電影院等場所；縮短宵禁時間，

將宵禁實施時間調整爲晚上10時至

淩晨4時；延長營業時間1小時，商

場和購物中心、便利店等可營業至

晚上9時。

會議還決定，將全國緊急狀態

再延長2個月，直至11月30日。

泰國當天通報新增確診病例

10288例，新增死亡病例101例。至

此，泰國累計確診病例1571926例，

累計死亡16369例。

印度農民抗議農業法案
進出新德裏多條道路受阻

綜合報導 印度的農民組織發

起全國抗議活動，繼續表達對政

府推出的三個農民法案的不滿。

農民要求撤銷三項農業法，他們

擔心這些法案將令一些私人公司

獲得農產品價格控製權，農民在

產品定價方面完全受控於農業寡

頭。

抗議活動由40多個農民工會

組成，當天的抗議活動從6時至16

時。抗議農民封鎖了進出新德裏的

部分公路和鐵路，交通出現嚴重擁

堵，25趟列車受到影響，新德裏警

方和準軍事部隊檢查所有進入首都

的車輛。

組織者呼籲全國的政府和私人

機構關門歇業以響應他們的抗議活

動。 示威者表示，緊急服務不會

受到影響。

中秋假期結束
韓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創紀錄

綜合報導 中秋假期結束後，韓國單

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仍保持在2000例

以上，其中 24 日（3273 例）和 25 日

（2771例）更是創下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

和次高紀錄，而專家預測“中秋節期間人

口移動帶來的震波效果還未集中顯現”。

在此背景下，韓國總理金富謙表示，政府

即將啓動疫苗加強針接種工作。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當天通報稱，25日韓國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2771例（本土病例2735例、境外流入

36例，累計30.12萬例），創下韓國疫情

暴發以來單日新增規模第二高的紀錄，而

前一天（24日）則是最高紀錄、達到3273

例。此外，23日新增確診也達到2431例，

意味著韓國爲期五天的中秋假期結束後，

新增確診連續三天保持在2000例以上。

有分析認爲，近期被查出確診的病例

早在中秋節前感染的概率很高，且中秋節

期間人口移動帶來的震波效果還未集中顯

現，因此未來一至兩周確診規模有望進一

步加大。

紐西斯通訊社稱，韓國目前已有3806萬

人接種疫苗，占韓國總人口的74.1%。其中

，接種完成第二劑疫苗的

人群占總人口的45.2%。

而統計顯示，最近兩周確

診病例中的85.5%爲未接

種疫苗的人群。

在此背景下，韓國

總理金富謙主持召開防

疫相關工作會議時表示

：“中秋節期間人口大

移動帶來的後果十分嚴

峻，希望各界民衆配合政府防疫工作、盡量

避免聚集活動，也希望更多人參與接種疫苗

，讓韓國社會早日擺脫病毒的威脅”。

與此同時，金富謙當天還表示，政府

即將啓動疫苗加強針接種工作，而首輪接

種對象爲60歲以上老年人、醫療機構從業

人員等高危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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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登漁船

當天上午，駱惠寧首先來到香港仔避風塘，
登上“新得利”號漁船，了解漁民工作和

生活情況。

囑漁民用好國家政策支持
駱惠寧關切地詢問，到南海捕魚一次要用多

長時間？孩子的教育是怎麼安排的？駱惠寧問得
很細，大家爭着回答，現場氣氛熱烈。

對駱惠寧的到來，漁民們表示歡迎，說20多
年了，中聯辦負責人第一次來到漁船上。大家紛
紛表示，衷心感激中央關心支持，香港漁業漁民
多年來從中央一系列政策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
好處。

漁民張少強拿出幾張照片，給駱惠寧看他在
廣東惠州的深海網箱養殖項目。他說，在國家政
策支持下，有很多像他這樣的漁民在內地找到了
新方向。漁民張文輝告訴駱惠寧，以前香港漁業
是夕陽行業，國家對香港漁業和漁民的支持政策
不僅讓漁民們得到了實惠，也讓年輕人看到了發
展空間，他的一些年輕親戚都在找他了解情況。

聽完大家發言，駱惠寧高興地說，中央非常
關心香港漁業發展前景，不久前，國家出台《港
澳流動漁船漁民管理規定》，推出不少突破性政
策，希望香港漁業界抓住機遇，用好國家政策支
持，打造現代化漁業，讓漁民朋友們腰包更鼓、
生活更好。

駱惠寧強調，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經濟民生，
近期針對不同行業出台了21項惠民政策，“根本
目的是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過好日子。只有廣大市
民的生活好了，幸福感強了，香港才算發展得
好！”

“我來香港一年半多，看過劏房、到過屋邨、
去過小企業、小商舖，今天上了漁船，很有收獲，
以後還會去更多基層社區。”駱惠寧說。臨別前，
他與漁民們相約，請他們到中聯辦做客。

勉港青融入國家科創發展
隨後，駱惠寧來到位於鋼線灣的數碼港，看

望在此創業的香港青年。
在路邦科技公司，公司聯合創始人麥騫譽向

駱惠寧介紹了公司的發展狀況，展示了團隊最新
研發的仿生機器人模型。

駱惠寧走到機器人互動區，饒有興致地操作
機器人遠距離按壓一枚雞蛋。他說，隨着5G、物
聯網、大數據、智能視覺等技術不斷成熟，機器
人開發取得了新突破。麥騫譽告訴他，機器人的
調節精度可達到0.02毫米。

駱惠寧還聽取了在裸眼3D、金融服務等領
域創業的香港青年的介紹。他高度稱讚了青年們
的創業成果，欣慰地說，國家“十四五”規劃明
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年輕人
能在前沿技術領域深耕、創造，是站到了“時代
的風口”，希望香港能夠培育造就一大批青年科
技人才。

在得知一些科創公司依託大灣區城市、同時在
香港和內地布局後，駱惠寧讚許道，你們的做法有
示範意義。他指出，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不僅
要培育和引進大批高端科研人才，在一些科研領域
形成突出優勢，還要解決科研成果產業化和市場空
間問題，這就必須要融入國家科創體系和發展大
局，合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

聽到數碼港創科園區負責人介紹，這一年數
碼港新增企業150家，創歷史新高。駱惠寧說，
現在勢頭很好，園區為青年創業就業提供了良好
服務。

駱惠寧表示，中央對香港青年的發展非常關
心，前不久國家有關部門出台了支持青年發展的
8條措施，特區政府也推出不少支持青年就業創
業和融入大灣區的政策，希望大家把政策用好，
把握歷史機遇，幹出一番無愧青春的事業來。

將推更多中企提供醫療服務
下午3時，駱惠寧來到九龍深水埗街坊福利會

會堂，察看由中企組織的“醫療服務進社區”活
動。自今年7月以來，在港中企已舉辦十幾場中西
醫免費診療服務活動。

駱惠寧抵達時，候診的市民已經在會堂外排
了十幾米的隊伍。駱惠寧親切詢問前來就診市民
的身體狀況、就醫情況。有長者告訴他，香港老
人多，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太長，有時打電話預
約都要打一個星期，有病的老人等不起。

駱惠寧聽後表示，香港是個高齡化社會，要
做好長者保健。他說，香港的醫療服務整體水平
較好，但現有醫療資源尚不能滿足市民需要，中
資企業開展“醫療服務進社區”活動，很有意
義，應該把更多中企動員起來，提供更多醫療服
務。

駱惠寧對義診活動的贊助企業上實集團負責
人說，中資企業是香港社會的持份者，也是“一
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一直在積極履行社會責
任。面對疫情，中企在保市場供應、促青年就業
方面，做得很好。我知道今年國慶期間，中資企
業還將推出金融服務、教育幫扶、房屋修繕等一
系列進社區活動，相信會受到市民的歡迎。

訪籠屋力促解決住房問題
之後，駱惠寧來到旺角街邊的小商舖，與店

主交談，了解疫情下的經營和生活狀況。最後，
他看望了幾位住在九龍旺角的籠屋住戶。不足19
平米的空間，分為4個倉，共11個床位對外出
租，平均一人不到2平米。

據有關統計，目前香港有約20萬人租住在劏
房和籠屋裏。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也連創新高，
達5.7年之久。

“耳聞不如目睹啊！”駱惠寧說，親眼見到
這麼擠迫的居住條件，心情十分沉重。他強調，
“安居”才能“樂業”，住房問題已成為香港最
大的民生問題。

住戶們感謝駱惠寧的關心和慰問，一致表
示，最大的心願是希望公屋輪候能再快些。其中
一個住戶岑先生說到，他2009年1月就申請公
屋，等了12年，仍看不到“上車”的希望。

“香港同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着中央的
心。”駱惠寧指出，“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住房問
題”既是中央的關切，也是廣大市民的期盼。

他表示，香港解決住房問題，雖涉及土地、規
劃、投入等具體問題，但最根本的、起決定性作用
的，還是發展為了誰的問題，只要牢固確立“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
的。

“我們知道特區政府正在積極謀劃，也希望
全社會共同努力。”駱惠寧說，香港中聯辦堅決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民謀利，推動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據悉，駱惠寧主任的基層走訪，是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國慶期間“落區聆聽同心同行”活動
的開場。中聯辦幹部將在未來一周深入基層社
區，了解市民生活，傾聽市民心聲，以更密切聯
繫香港社會各界、更主動服務香港市民。這樣的
活動以後還會常態化。

數碼港訪科企 旺角籠屋察民困

●駱惠寧主任與住在籠屋的市民交流。
中聯辦網站圖片

●駱惠寧主任在數碼港了解香港青年創業情況。
中聯辦網站圖片

駱惠寧再訪基層聽民意 傳遞中央關懷
以人民為中心 更密切聯繫各界 中聯辦官員落區將常態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訊

“中聯辦不僅重視社會各界代表性人士意

見，更重視直接聽取基層市民呼聲”。9

月30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再次深入

基層，先後走訪慰問香港漁民、創業青

年、社區居民、臨街商舖和籠屋住戶，傳

遞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心關注，聽取

意見建議，並向他們致以誠摯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300平方呎的
狹小單位，擠進約十名籠屋居民，連“籠民”
也自覺“屈質”的住所，中聯辦主任駱惠寧9月
30日落區與“籠民”真情對話、體察民情，令
“籠民”岑志立受寵若驚。他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說：“真係無諗過咁大的大人物唔嫌
屈質落嚟視察，親民地跟我哋對話。”他表
示，駱主任親睹籠屋惡劣的居住環境後，流露
同情，並向住戶強調中央政府十分關注香港的
住屋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亦正努力解決房屋問
題。駱主任這一席話為輪候公屋11年仍杳無音
訊的岑志立注下“強心針”，深信香港的房屋
土地問題已露曙光，告別劏房、籠屋指日可
待。

300平方呎10人蝸居
駱惠寧當日探訪位於旺角渡船街順興大廈

的一個籠屋單位。在約半小時的探訪期間，駱
惠寧與居民真情對話。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駱主
任一行人離開後回訪，甫進入單位也被狹小環
境嚇倒，整個單位面積僅約300平方呎，入門
後是一個不足20平方呎的公用客廳，只擺放一
張小餐枱，卻是約10名“籠民”的蝸居。每人

日常起居也在3呎乘6呎的床位進行，所有私人
物品也放入床位內，並要共用一個極為細小的
廁所及廚房，環境異常擠迫。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駱主任與“籠民”

岑志立及陸小姐真情對話。籠屋環境狹窄，但
租金相對較劏房便宜。岑志立其後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其床位每月租金為2,000多港元，
生活環境惡劣，小小的房間已放置三個床位，
空間狹小。
岑志立表示，駱主任十分親民、貼地，且有

同理心，“駱主任知道十幾人居住在這裏後，也
關心住客之間會否出現矛盾，我也很老實答他一
定會出現爭拗。”他透露，“籠民”之間經常為
爭廁所鬧不和，“人多但只有一個很小的廁所，
洗澡或用廁所都要排隊，有時有人佔用時間長，
總會出現拗撬，有時放工返來，如果好彩沒有人
用廁所，就要立即洗澡，以免排隊。”
在得悉岑志立輪候公屋11年一直無下文

後，駱主任表現得十分同情，岑志立表示，
“他體諒籠屋居民的生活苦況，中央政府也很
關注香港的住屋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亦正努力
解決房屋問題，相信會盡力加快覓地建屋，增
加公營房屋的供應。”

同情關注籠屋戶 籠民：告別蝸居見曙光

●●駱惠寧主任在中企醫療服務站現場與候駱惠寧主任在中企醫療服務站現場與候
診市民交流診市民交流。。 中聯辦網站圖片中聯辦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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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主任在漁船上與漁民交流駱惠寧主任在漁船上與漁民交流。。 中聯辦網站圖片中聯辦網站圖片

深水埗探醫療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9月30日到訪位於數碼港的路邦
科技，該公司的“八十後”聯合創辦人麥騫譽
其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駱惠寧當
日特別花時間跟公司年輕人交流傾談，了解他
們投身創科的經歷、感受和意見。麥騫譽認
為，大灣區內地城市具備優良的生產基地和龐
大市場，而近年香港和內地均推出了惠及年輕
人北上發展或創業的措施，對香港青年來說是
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麥騫譽強調，大灣區各
內地城市不但有良好生產基地，更有很好的生
態予公司試行產品，繼而打入龐大內地市場。

主任親試機械臂稱讚精細
駱惠寧探訪路邦科技時，仔細地了解該公

司的各類科研項目。麥騫譽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駱惠寧親身試用由公司自主研發的“遠程
機器人六軸力反饋系統”，透過可回饋力度予
用家的機械臂，成功實現5G遠程“開生蛋”的
精細操作。駱惠寧其後以“開而不破”四字總

結盛讚該系統，並鼓勵他們繼續循“深科技”
方向發展，長遠可望應用至醫療或建築等不同
場景。
麥騫譽介紹，“遠程機器人六軸力反饋

系統”可想像為一邊是操作端機械人，另一
邊控制端機械人，“控制端可以完全感受到
由操作端反應回來的力度，換句話說，對面
（機械人）掂到咩，你係可以遙距感受得
到，中間則透過 5G，達到無限距離的傳
輸。”該公司另一聯合創辦人潘嘉陽補充
指，想要用機器人去做手術，最怕的往往是
“太大力”傷及內臟，而這個系統正可在此
領域大派用場。
駱惠寧親身試用該儀器，首先是為麥騫譽

進行“把脈”，透過儀器遙距感覺麥手臂的肌
肉回彈。其後，駱惠寧再試用機械臂打生蛋，
順利以輕力於蛋殼上開出一個小孔，“遙距開
蛋”成功之後，又以“開而不破”稱讚機械臂
所能達至的精細力度，並強調這項技術必須要
繼續研發下去，相信極為實用。

科企創辦人：進軍灣區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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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整理花籃上習近平整理花籃上
的緞帶的緞帶。。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等領導人向人民英雄獻花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9

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

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

在共和國迎來 72
歲華誕之際，第八個
烈士紀念日也隨之到
來。在 9 月 30 日舉行
的向人民英雄敬獻花
籃儀式中，身着老式

軍裝的抗戰老兵無疑是備受關注的焦點。
儀式開始前，年事已高的老兵們在工作人
員的幫助下緩步走入儀式現場，他們的步
履有些蹣跚，但表情仍然堅毅，令在場所
有人無不動容。

在今年的群眾代表中，除了在京老戰
士、老同志、烈士親屬和國家勳章、國家
榮譽稱號獲得者外，還有在京全國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先進集體代表，以
及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
表。此外，還有很多首都各界群眾代表。
今年的儀式上，有手持鮮花的少年兒童面
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
接班人》，他們說：“要把歌聲獻給革命
烈士，因為是他們用生命換來了我們今天
的幸福生活。”

民眾激動：慶幸自己是中國人
一位北京市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參加敬獻花籃儀式非常激動，“我經歷過
忍飢挨餓的日子。但是追昔撫今，那戰火
紛飛的年代早已遠去，忍飢挨餓、落後挨
打的日子也一去不返，我們怎能不為生在
中國感到驕傲。”在網絡平台上，一位全
程看完儀式的網友留言說：“當看到禮兵
穩穩抬起花籃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時，自
己忍不住落淚了，看到祖國繁榮昌盛，再
對比那些此刻仍然身處戰亂的國家和人
民，我慶幸自己是中國人。”

是的，在這一天，以國家之名緬懷英
烈，追思英雄，這是對近代以來為爭取中
華民族獨立富強、為人民幸福而犧牲的英
烈最深情的禮讚，也是對生生不息的民族
精神的守護和延續。一如一位網友留言
說：“為了我們今天幸福生活而犧牲的英
烈們，山河已無恙，此心安處是我們的祖
國。這盛世中國，一定如你所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北京報道

��

盛世中國
如你所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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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3030日上午日上午，，習近平等黨和國習近平等黨和國
家領導人出席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家領導人出席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獻花籃儀式敬獻花籃儀式。。 新華社新華社

莊嚴的天安門廣場上，鮮艷的五星紅旗高高飄
揚。廣場中央，“祝福祖國”巨型花籃表達着

對國家繁榮昌盛的美好祝願，花籃上“歡度國慶”的
字樣分外醒目。人民英雄紀念碑巍然聳立，北側兩組
花壇上鑲嵌着白菊、康乃馨等鮮花組成的18個花環，
寄託着全體中華兒女對英烈的深情追思。

臨近10時，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
到天安門廣場，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小號手吹響《烈士紀念日
號角》，悠遠而嘹亮的樂聲講述着可歌可泣的崢嶸歲
月。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
概，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禮兵就位！”隨着號令，60名三軍儀仗兵邁着
鏗鏘有力的步伐，正步行進到紀念碑前持槍佇立。

10時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正式開始。軍
樂團奏響《義勇軍進行曲》，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歌。

國歌唱畢，全場肅立，向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
共和國建設事業英勇獻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畢，手持鮮花的少年兒童面向人民英雄紀念
碑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並致少年先鋒隊
隊禮。

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
方陣前，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

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
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各人民團體和各界群眾，老戰
士、老同志和烈士親屬，中國少年先鋒隊名義敬
獻的9個大型花籃一字排開，花籃紅色緞帶上書

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輝。
軍樂團奏響深情的《獻花曲》，18名禮兵穩穩抬

起花籃，緩步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將花籃擺放在紀
念碑基座上。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紀念碑基座，在花
籃前駐足凝視。盛放的百合、挺拔的紅掌、輕盈的文
心蘭，寄託着對人民英雄的無盡思念和崇高敬意。

習近平邁步向前，仔細整理花籃緞帶。接着，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緩步繞行，瞻仰人民英雄紀
念碑。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奮進，實現了
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今天，我們正
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奮勇前進。

脫貧攻堅先進代表等參加
少年兒童和各界群眾代表也依次走到紀念碑前，

獻上手中鮮花並瞻仰紀念碑。
敬獻花籃儀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

書記蔡奇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
處書記，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委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部分全
國政協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委員出席儀式。

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和北京市主要負責同志，
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
表，在京老戰士、老同志和烈士親屬代表，在京功勳
榮譽獲得者代表、全國“兩優一先”獲得者代表、全
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全國

脫貧攻堅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首
都各界群眾代表等參加了儀式。

●●少年兒童獻上手中鮮花少年兒童獻上手中鮮花
並瞻仰紀念碑並瞻仰紀念碑。。 新華社新華社

●●在京功勳榮譽獲得者代表等參加儀式在京功勳榮譽獲得者代表等參加儀式。。 新華社新華社

文 匯 要 聞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樓軒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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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隨著病例的增加，華裔社區都
在接種COVID-19 疫苗，但仍有一
些地區的疫苗接種率較低。謠言和
錯誤資訊的傳播速度可能比病毒快
，導致對疫苗的信心下降。

以下是COVID-19 疫苗的常見
問題解答：

問：年輕健康的人需要接種疫
苗嗎？

答：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就
出現更多證據顯示 COVID-19 會導
致長期的健康問題，即使確診前沒
有罹患其他慢性病的人也是如此。
接種疫苗是一種非常有效預防
COVID-19 相關的住院或死亡，比
冒著罹患可能造成餘生處於嚴重健
康狀况的疾病的風險要安全得多。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授權和
批准的疫苗在預防住院率和死亡率
方面非常有效。

問：COVID-19 疫苗會影響生
育能力嗎？

答：COVID-19 疫苗不會影響
生育能力。如果您現在正想懷孕或
未來想懷孕，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 (CDC) 建議您接種 COVID-19
疫苗。沒有證據顯示任何疫苗，包
括 COVID-19 疫苗，會導致生育問

題。事實上，想要懷孕的人接種疫
苗可以防她們在懷孕期間感染不同
的病毒。如果您想懷孕，則無需在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避孕。

問：這些疫苗對目前懷孕或哺
乳的人安全嗎？

答：是安全的。建議孕婦或哺
乳期的女性接種 COVID-19 疫苗。
孕婦報告的副作用與其他人相同，
並且沒有證據顯示接種疫苗會導致
流產、死產或早產。然而， COV-
ID-19 會增加懷孕期間的不良妊娠
風險。與未懷孕的人相比，懷孕和
最近懷孕的人更容易因 COVID-19
而罹患重病，接種疫苗可以預防重
病。最近的報告還顯示，接種過
mRNA COVID-19 疫苗的母親，其
母乳中含有抗體，可以透過哺乳保
護嬰兒。

問：COVID-19 疫苗似乎很快
投入應用了。我們怎樣知道它們是
安全的？

答：雖然 COVID-19 疫苗是新
投入應用，但我們使用疫苗已經有
一個多世紀了。兩種 COVID-19 疫
苗是第一批使用新技術的授權疫
苗 - 訊使 RNA，但即使是這種技
術也經歷了數十年的測試和研究

。
研究人員在 COVID-19 疫苗方

面已經取得先機。美國國立衛生研
究院的科學家研製一種可以定制的
疫苗，來對抗導致 COVID-19 的不
同冠狀病毒毒株。通過這些研究，
在發現病毒後僅一個月就能够製造
出 COVID-19 測試疫苗。

疫苗通常是一步一步開發，公
司要等到它們獲得最終批准後才能
開始生產。但為了應付疫情蔓延當
務之急，政府和業界在審查測試數
據的同時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生產疫
苗。為對抗疫情蔓延，FDA 授權使
用三種疫苗。與正式 FDA 批准程
序相比，緊急使用授權在沒有跳過
任何强制性安全檢查情況下, 加快
疫苗分發速度。大型臨床試驗證明
疫苗是安全有效的，真實世界的經
驗也證實這些發現。

如需更多資訊並尋找疫苗，請
瀏覽 www.vaccines.gov。

打破打破 COVID-COVID-1919 疫苗謠言的活動疫苗謠言的活動
「「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可以做到」」 COVID-COVID-1919 宣傳教育活動宣傳教育活動

20212021年漢語雅思年漢語雅思HSKHSK開始報名啦開始報名啦！！
通過考試有什麼好處通過考試有什麼好處？？

漢語水平考試（簡稱HSK）為測試母語非漢語者的漢語水平而
設立的一項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化考試，重點考查漢語非第一語言的
考生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

新HSK包括HSK（一級）、HSK（二級）、HSK（三級）、HSK
（四級）、HSK（五級）、HSK（六級），共六等級，六級是最高級
。通過HSK 6級的考生可以輕松地理解聽到或讀到的漢語信息，以
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用漢語流利地表達自己的見解。

2021年度HSK考試將於12/05/2021在華夏中文學校總校進行。
現在開始報名註冊。11/05/2021報名截止。

報名註冊表下載: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 3A% 2F%

2Fwww.houstonhuaxia.org% 2Fdownload% 2F2021HSKForm.pdf&amp;
data=04% 7C01% 7C% 7C3bef6cbacd614737e58708d98418cf86%
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 7C1% 7C0%

7C637686064354176222% 7CUnknown% 7CTWFpbGZsb3d8eyJWIjo-
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 3D%
7C1000&amp;sdata=ioBw% 2BGFcbxntsOnckFEukoIxFVnhLcNZVXIZjFn-
Fqzs%3D&amp;reserved=0

咨詢電話：832-878-1410 Susan
通過HSK有什麽好處
目前，HSK已成為留學中國的通行證、申請來華留學獎學金的

必備條件和學校教學評估的重要手段，並被越來越多國家的政府部
門和跨國企業作為員工招聘、提薪和晉升的重要依據。除了大家都
熟知的，“考過HSK四級，北大清華隨便上”，其實HSK成績還有
各種妙用：

①高等院校招生、課程免修、學分授予
②用人機構錄用、培訓、晉升工作人員

③漢語學習者了解、提高自己的漢語應用能力
④相關漢語教學單位、培訓機構評價教學或培訓成效

可見，持有HSK證書的海外學生，的確要比沒有HSK證書的學
生更有競爭力。這也就是近些年HSK考試風靡全球的原因！

【華夏中文學校】是由大休士頓地區的華人誌願者於1993年創
立並在德克薩斯州正式註冊的非營利性組織，是大休斯頓地區唯一
一家獲得美國教育評定機構AdvancEd認證的華文教育學校。建校的
初衷是教授以漢語拼音為註音的簡體漢字，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
，華夏中文學校逐漸成為美南地區最大的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和培
訓中心。我們致力於創造和保持最佳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藝術的
環境, 以鼓勵和保證所有學生學有所成並在當今的多元化社會中發揮
積極作用。

休 斯 頓 華 夏 中 文 學 校

20212021美華文藝季｜秋季講座系列美華文藝季｜秋季講座系列 ((55))
老莊社會學老莊社會學 -- 二十一世紀的應用二十一世紀的應用 主 講： 白培霖博士

美南休士頓中華文化學院
於2021年9月25日舉辦正體漢字座右銘書法習作活動

（本報訊）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美南

山東同鄉會、美國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原會長、山

東省僑商協會副會長、濰坊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集

團原董事長、美國泰普石油產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磊先生，因病於2021年9月 26 日凌晨1 時19分

（美國中部時間）逝世，享年 64 歲。

張磊先生熱心公益事業，是一位積極而又卓

越的企業家、社會活動家，一生奔走於中美之間

以及世界各國，力圖規劃促進中美以及世界各國之間的社會發展和經貿合作，他

在石油產業、中美文化交流、社團組織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成就和無私的奉獻。

張磊先生樂善好施，廣交朋友，培養了很多青年學者和企業家。張磊先生為人正

直、正義，為美國華人華僑的生活注入了積極的陽光和正能量。

張磊先生履歷：

1957年出生於山東高密，畢業於山東省委黨校黨政幹部管理專業；

1974-1975年，下鄉知青；

1976-1988年，濰坊市政府辦公室（昌濰地區行署、濰坊行署）；

1988-2000年，濰坊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集團董事長；

2001-2004年，委內瑞拉公司董事長；

2005年，美國泰普石油產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2年，當選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

2013年，山東省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

2014年，山東省僑商協會副會長；

2019年，全美山東同鄉聯合總會會長；

張磊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定於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上午10點在休斯頓

永福殯儀館 West Chapel廳舉行。

聯繫人：Jeff Sun （美南山東同鄉會） 電話：404 384 4590

「喪訊」

（本報訊）書寫及張貼座右銘是華人的習俗。 為響應僑委會110年度正體漢字文化節活動，美南休士頓
中華文化學院於2021年9月25日舉辦正體漢字座右銘書法習作活動。這個活動共有師生近60位參加。 因適
值疫情高峯期，為了避免羣聚並保持社交距離，此活動採取線上及實體混合方式舉行。 6-12年級的學生和
老師分別留在自己原來教室保持6尺社交距離並透過無線網路WiFi和主講老師連線，老師透過座右銘書寫的
介紹讓學生了解其含意並欣賞漢字座右銘的美。 此活動不但讓學生學習漢字的書寫並且能透過座右銘的內含
激勵學生。 課程內容還包括座右銘不同的書寫字體介紹:包括楷書，隸書和篆書。 每一個學生都能透過用毛
筆書寫座右銘的過程進一步了解漢字的獨特表意性質，完美的形體結構及深厚的文化意含。 學生經由用毛筆
書寫正體漢字的過程加深對中文的認識，提升學習興趣，體會正體漢字之美。

（本報訊 ）時間：
美西時間: 十月二日（週六）晚上6:00-8:00 pm
台灣時間: 十月三日（週日）上午 9:00-11:00 am
內容介紹: 在二十一世紀，物質生活高速發展，而人心卻更

動盪不安，社會更極端對立。白老師將以傳統文化裡的老莊思想
，談談如何面對困難，追尋快樂，安定人心，和諧社會。

主講介紹：白培霖博士1977年建國中學畢業，以全國最高
分考進臺大，後到美國加大柏克萊拿到電機工程博士學位，並在
美國矽谷工作近十年，才回到臺灣。白培霖曾在國內外諸多著名

公司任職，於美國矽谷和新竹科學園區創業，現任華邦電子副總
經理。白博士除在專業領域上表現卓越，更擁有當代知識份子的
責任、才氣與熱情，他虛懷若谷。喜好國學、音樂，大學時期進
入天德黌舍親炙毓老師，研讀四書、大易、春秋，子書和通鑑，
尤對易經，老莊特別愛好。返臺後，回奉元書院繼續追隨毓老師
，前後學習三十五年，終身感恩。

白培霖的社會經歷，讓他更加珍惜毓老師的教誨。當時的筆
記，知天命之年才看懂，才能觸類旁通，尚友古人。工作之外，
他並在國內奉元書院等地，大學開設極受歡迎的通識課程 「生活

中的科學」。
Free Admission:
ZOOM Meeting ID: 849 4087 6906
Passcode: 953402
Free Admission
Registration: 報名連結
https://conta.cc/3zA4LVU
（報名者可收到提醒通知、錄影相關訊息）

左上左上::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弈芳主任致辭勉勵所有參與此活動的師生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弈芳主任致辭勉勵所有參與此活動的師生
右上右上::陳根雄老師策劃並主持線上教學陳根雄老師策劃並主持線上教學
左下和右下左下和右下:: 學生認真練習用毛筆書寫座右銘學生認真練習用毛筆書寫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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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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