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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有差別防疫管制歐洲有差別防疫管制 致使親友反目家庭失和致使親友反目家庭失和
（中央社布魯塞爾19日綜合外電報導）時

序進入耶誕季，歐洲本該洋溢著親友相聚的歡愉
氣氛，卻因當前多國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確診病例驟增迭創紀錄，歐陸淪為全球
疫情重災區而蒙上一層陰影。

美聯社報導，儘管實施將近兩年的防疫管制
，歐洲疫情卻再度加劇，COVID-19所導致日益
嚴峻的公衛危機，造成接種和沒接種疫苗的民眾
陷入對立。

亟欲舒緩超過負荷醫療體系壓力的歐洲各國
政府，針對未施打疫苗民眾實施管制措施，期盼
藉此提升疫苗接種率。

奧地利19日又頒布更嚴格防疫措施，訂定
自明年2月1日起強制注射疫苗。

奧地利總理查倫柏（Alexander Schallen-
berg）表示： 「長久以來，或許拖太久了，我跟

其他官員都在思考，務必盡可能勸服民眾，讓他
們自願打疫苗。」

他說，強制打疫苗是 「我們唯一的解決之道
，擺脫沒完沒了的疫情和不斷磋商封城的惡性循
環」 。

雖然目前歐盟會員國中只有奧地利下令強制
施打疫苗，不過越來越多的會員國政府加強防疫
管制。

斯洛伐克將從22日起，嚴禁未接種疫苗的
民眾進入所有販售非民生必需品的商店與購物中
心，而且也不能參與任何公眾活動和集會，外出
工作也必須一週篩檢兩次。

斯洛伐克總理赫格（Eduard Heger）說：
「耶誕快樂並非意味著耶誕沒疫情，期盼耶誕節
清零，斯洛伐克必須具備全然不同於當前的疫苗
接種率。」 他把這些防疫措施稱之為 「針對不打

疫苗民眾的封城」 。
總人口550萬的斯洛伐克僅45.3%完整

接種疫苗，16日通報新增8432例確診，創
新高紀錄。

不僅中歐和東歐國家再度遭逢疫情重創
，西歐富裕國家也難倖免，並且恢復對民眾
的防疫管制。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18
日表示： 「沒錯，的確要採取行動了。」 由
於疫苗接種率67.5%，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
正考慮對許多醫護人員強制注射疫苗。

鎖定不接種疫苗的民眾實施防疫管制的
還有南歐國家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Kyriakos Mitsotakis）18日晚間針對還沒打疫
苗的國民，頒布多項防疫管制新規，即使他們經
篩檢呈陰性反應，也不得進入包括酒吧、餐廳、

電影院、劇場、博物館與健身房等公共場所。
米佐塔基斯說： 「這是當機立斷的保護行動

，而且，當然啦，也是間接敦促（民眾）去打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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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and China agreed to
eas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journalists operating in the two
countries. Last year China
expelled some American
reporter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agreement,
three
American
new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will be
able to go

back to China, bu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specific reporters will be
permitted to return to work there.

Earlier the U.S. had limited visas
for Chinese reporters to 90 days,

but they will now be renewed
annually. Both sides agreed to
allow reporters to come and go
from countries without fear of
losing the ability to return to work.
Reporters for both countries will
have to meet the standar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 for visas
under the laws of both countries.

This is a good sign for resolving
some of the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also
signals that the people will get
more news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news media.

We have to admit that China has
now become a superpower. As a
G2 member in the world, they
have opened the door for
American banks in July. Citigroup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 bank to
win approval to open a custody
business in China. JPMorgan
Chase got permission from China
to take full ownership of its
investment banking and trading
business there.

Today we need to have more
good news reported to the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We are very happy that American
reporters are going back to
China. We want them to write
more stories about the people’s
stories to let the American peopl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better.

We now need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whole world.

1111//2020//20212021

China And U.S. Ease RestrictionsChina And U.S. Ease Restrictions
On JournalistsOn Journalists’’ VisasVisas

美中兩國元首高峰會之後，兩
國同意放寬雙方記者之簽证限制
，去年被中國驱逐的三家美國媒
體预料將可以回到中國工作，他
們是在川普时期因雙方關係惡化導
致外交對抗之行動。
包括《華爾街日報》《華盛頓

邮報》及《紐約時報》在疫情發生
後遭到驅逐，華府為了報復，將
駐在美國的中國記者簽證有效期限
制在九十天內。
根據新的規定， 他們將可得

到一年簽證，可以方便往來而不
必擔心無法返回工作崗位。
華爾街之銀行金融機構 一直

渴望在中國大陸擴大業務，他們

的願望終於達成，包括花旗集團
已經在華開設託管業務，摩根大
通得到許可，可以完全在中國設立
投資銀行和交易業務，此舉表明
中國政府正在實施全面性的金融開
放政策。
我們願見中美雙方對新聞交流

之再度開放，這代表著兩個國民
更有機會相互了解，因為經济交
流是需要相互信息之互換。
今天在互聯网無所不在的時代

。媒體及新聞單位仍然掌握了信
息之大部分來源。我們更寄望美
國新聞單位駐在中國大陸之記者
們。應該多加報導中國社會及人
民的善良、進步、溫馨的故事，

让美國人能更瞭解中國，這才是
兩國人民所需要的資訊。
我們今天必須承認中國和美國

已經是G2之兩大國之地位，如何
相容相處才是世界人類之福。

中美放寬記者簽證限制中美放寬記者簽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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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阿聯酋即將購買韓國製造的“天弓-2”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M-SAM），預計該武器的出口
將為韓國國防工業贏得全球地位鋪平道路。

報導稱，阿聯酋國防部周三（17日）通過社交媒體宣布有意購買韓國防空系統，並補充稱，這將在質量上
增加其國家防空能力，交易價值可能達到約35億美元。

韓國國防採辦項目管理局（DAPA）證實，談判正在進行中，但交易尚未最終敲定。
報導稱，如果達成協議，這筆交易將成為韓國國防工業歷史上最大的單一武器出口項目。到目前為止，其最

大的一筆武器出口是為印尼提供的潛艇項目，價值約為8.75億美元，根據韓國國防工業的說法，“天弓-2”防
空系統是類似其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和以色列產品的更先進的武器。

韓國國家國防發展署（ADD）於2012年啟動了M-SAM項目，以取代韓國的“霍克”防空系統，該導彈於
2017年通過了野戰作戰適用性評估。

韓國國防工業界預計，阿聯酋進口韓國導彈系統的交易將有助於提高韓國國防公司在全球舞台上的競爭力。
一名國防工業官員表示：“韓國和阿聯酋之間的一項採購協議可以向全球買家驗證韓國研發武器的性能，”。

韓媒介紹，“天弓-2”是韓國多層反導計劃的核心部分，用於攔截飛行高度低於40公里的導彈，具有無與
倫比的部署能力和可操作性。

韓國總統文在寅上月在首爾國際航空航天和國防展覽會上表示，韓國政府將實施政策，幫助國家國防工業全
球化，增強國防工業競爭力。

韓國欲向阿聯酋出口防空系統韓國欲向阿聯酋出口防空系統
為韓國軍工贏得全球地位鋪平道路為韓國軍工贏得全球地位鋪平道路

（綜合報導）歐洲再次成為
全球新冠疫情“震中”。多
國政府和民眾擔憂，僅靠加
快疫苗接種無法遏制疫情惡
化。奧地利總理沙倫貝格19
日宣布全國從 22 日起進入
“封城”狀態，成為歐盟首
個再次全國范圍“封城”的
國家。
沙倫貝格說，“封城”將先
持續10天。學生在家上課，
餐館關閉，文化活動取消。
此外，從明年2月1日起，奧
地利將強制人們接種疫苗。
沙倫貝格說：“儘管我們花
了數月時間努力說服人們打
疫苗，還是沒能讓足夠多的
人完成接種。”奧地利大約
三分之二人口完成新冠疫苗

全程接種。這一比例在西歐國家中較低。
奧地利15日開始對未接種疫苗者“封城”。此舉收效不明顯。這個人口接近900萬的國家18日報告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再創新高，超過1.5萬例。
在其他歐洲國家，除了繼續推進疫苗接種，重新要求人們在室內戴口罩等，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陸續重啟。
斯洛伐克18日宣布將面向未接種疫苗者“封城”：從下週一開始，未接種疫苗者不能參加大型活動、進入餐廳、旅館和商場，前往商舖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受影響。
荷蘭從13日起實施為期3週的部分“封城”，內容包括恢復公共場所1.5米社交距離要求，縮短餐飲、服務場所營業時間等。
德國的防疫局面同樣不容樂觀。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洛塔爾•威勒19日說，新增確診病例連續3天超過5萬例，“整個德國處在緊急狀態中”。德國空軍正在幫助轉運患者至

有床位的醫療設施。德國衛生部長延斯•施潘19日說，不排除面向所有人實行“封城”措施。
法國媒體18日發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被調查者支持在法國面向未接種疫苗者“封城”。

歐洲又成全球疫情歐洲又成全球疫情““震中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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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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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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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利物浦爆炸案內情披露
英國恐襲威脅級別升至“嚴重”

在英國利物浦發生出租車爆炸事件，

導致1人死亡、1人受傷後，英國政府15

日宣布將其國內恐怖襲擊警戒級別，上調

到第二高的“嚴重”級別。另一方面，事

件中的死者身份曝光，英國當局認爲死者

疑似就是攜帶並引爆了炸彈的嫌犯。

四人被捕又獲釋 恐襲警戒級別上調
一輛出租車在利物浦市中心一家醫院外

發生爆炸，造成車內1人死亡、1人受傷。

傷者爲出租車司機，他被送往醫院

接受救治，沒有生命危險。

根據初步調查，警方懷疑車內死者

是恐怖分子。警方懷疑死者制造並攜帶

簡易爆炸裝置上車，當車行至醫院外時

，爆炸裝置在車內被引爆。

根據報道，出租車司機當時發覺乘客

的言行“相當可疑”，隨後找到機會下車

，並將乘客反鎖在車內。炸彈引爆後，乘

客當場身亡，而出租車司機也受到波及。

英國警方認定，事件爲恐怖襲擊。

依據反恐法，英國警方已逮捕四名年齡

在20到29歲之間的男子。不過，後來的

消息稱，四人已獲釋。

15日，英國政府宣布將國內恐怖襲

擊警戒級別上調到第二高的“嚴重”級

別。根據官方的分類，警戒級別提高到

“嚴重”級別，意味著英國當局認爲恐

怖襲擊是“極有可能”的。

事件中死者身份曝光 其或系嫌犯？
英國警方公布了上述死者的身份，

其是一名32歲、據信來自敘利亞的男子

艾馬德· 艾斯威爾米恩(Emad Al Sweal-

meen)。他被認爲是炸彈的制造者，並將

炸彈裝置帶上了出租車。

警方相信，艾斯威爾米恩住在利物

浦肯辛頓區沙克裏夫街的一所房子，較

早前反恐警察已經搜查了該處。

警方表示，該男子最近還在魯特蘭

大街租用了一處地方，在塞夫頓公園附

近，警方亦已進行搜查。

在之後的聲明中，警方表示已取得

“重大進展”，對于爆炸裝置的組成有

“詳盡得多的了解”，包括“它們如何獲

得以及各部分可能如何組裝起來”等。

據調查人員透露，死者疑“有精神

健康問題”，當局把事件定性爲恐襲，

更多是傾向他疑似在案中使用的手法，

而並非完全了解他的意識形態。

英首相發表講話 各方表態
事件發生後，英國首相約翰遜在新

聞發布會上說，這次襲擊造成據稱是肇事

者的一人死亡，它提醒“我們每個人都需

要保持警惕”。約翰遜並說，永遠不會屈

服于那些想要“分裂我們”的人。

內政大臣普裏蒂· 帕特爾表示，恐襲

威脅已經從“重大”(substantial)升級至

“嚴重”(severe)，即恐襲的可能性極高

，因爲利物浦的爆炸事件已經是一個月

內的第二宗類似事件。

保守黨議員大衛· 埃默斯爵士在埃塞

克斯郡與選民會面時，遭遇持刀襲擊，

被刺中多刀身亡。事件被警方列作恐怖

主義事件處理。

西北部反恐特勤隊隊長拉斯· 傑克遜

表示，該名出租車乘客似乎制造了一枚

“簡易爆炸裝置”，導致了爆炸的發生。

據BBC安全事務記者戈登· 科雷拉報

道，相信該名男子此前並不爲軍情五處

(MI5)所了解。

連現兩起襲擊 引當局注意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稱，恐襲威

脅級別的上升，並不是基于有關利物浦

持續威脅的特別情報。

它更多是基于聯合恐怖主義分析中

心的綜合評估。

過去一個月內，英國出現了兩起事件

——大衛·埃默斯爵士的死亡以及現在的利物

浦襲擊——當局定，整個狀況已經有所改變。

起因是什麽尚未完全明確——一些人

推斷是人們受到了一些國際事件的啓發，

另一些人則認爲，是否與人們在長時間封

鎖令期間上網而變得極端化有關。

法國單日新增確診近兩萬
官方稱目前無“封城”計劃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接近兩萬例，累計確診

病例達731萬例。法國官方當天稱，目前沒有“封城”計劃。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19778例，爲8月底以來新

高，顯示疫情在繼續反彈；累計確診病例7310664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現

爲118271例，新增死亡病例48例。法國新冠住院患者人數和重症患者人數

持續增加，其中住院患者人數現爲7535人，重症患者人數爲1277人。

法國官方稱，盡管疫情出現反彈，但目前沒有“封城”計劃。法國政府

發言人阿塔爾當天在通報疫情形勢時排除了近期采取新一輪“封城”措施的

可能性。不過他也指出，政府“原則上不會排除任何疫情應對選項”。

阿塔爾表示，法國官方在避免采取新一輪“封城”措施而推行的防

疫舉措是有效的，如健康通行證措施。他透露，法國也不打算對未接種

新冠疫苗的人群采取限制措施。他強調，當前法國的疫苗接種覆蓋率高

于德國和奧地利等國家。

阿塔爾說，有必要讓符合疫苗接種條件的人加快接種。他還透露，

自總統馬克龍9日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敦促加快疫苗接種進程後，超過81

萬人通過在線疫苗接種預約平台進行預約。

對于第三劑疫苗接種安排，阿塔爾表示，65歲以上人群需要盡快接

種第三劑疫苗；未來可能會將第三劑疫苗接種範圍擴大到50歲以上人群

，對于40歲至50歲人群目前尚無第三劑疫苗接種計劃。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法國目前已有5157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約

占法國人口的76.5%；已有5049萬人完成兩劑接種，約占法國人口的

74.9%。

俄烏邊境疑雲：
俄欲入侵烏克蘭？英美是局勢背後推手？

近期，關于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

附近大規模集結的報道，引發外界對俄烏

關系的高度關注。美國有官員警告，俄可

能“正在考慮入侵烏克蘭”。烏克蘭有專

家稱，英國和美國應對俄烏關系惡化負責

。烏克蘭和英國則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不

想與俄羅斯爲敵。

烏克蘭：不想與俄為敵
烏克蘭和英國防長聯合聲明稱，兩國

不想與俄羅斯敵對，但對俄羅斯在與烏克

蘭接壤的邊境地區軍事活動感到不安。

英國國防部發布烏克蘭防長阿列克謝·列

茲尼科夫和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聯合聲明

指出，“我們兩國政府無意與俄羅斯爲敵，

或試圖以某種方式進行戰略圍堵或顛覆俄羅

斯，對俄羅斯提高在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地

區的軍事存在和軍事活動感到憂慮。”

俄羅斯總統普京此前將所謂的“俄羅

斯准備入侵烏克蘭”的說法稱爲“危言聳

聽”。他說，莫斯科也永遠不會同意自己

是烏克蘭衝突的一方。

俄羅斯外交部否認了一些西方媒體關

于俄軍向烏克蘭邊境集結的報道。俄羅斯

曾多次否認西方和烏克蘭關于“侵略行動”

的指控，並表示無人受到威脅，有關“俄

羅斯侵略”的說法被用作借口，以將更多

北約軍事裝備部署到俄羅斯邊境附近。

北約：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說，北約不想推測俄對烏的意

圖，他補充道：“我們覺察有

部隊異常集中，我們知道俄羅

斯之前一直樂于利用這樣的軍

事力量，對烏克蘭采取行動。”

他強調，“北約與烏克

蘭站在一起”，北約及其盟

國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重要

的政治和實際支持，幫助增

強烏克蘭的能力，包括爲烏克蘭的武裝

部隊提供培訓。

法國總統馬克龍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

電話會談時說，法國極爲關注烏克蘭邊界的

局勢。馬克龍一名顧問告訴記者，在法國建

議舉行的電話會談中，“總統重申了我們捍

衛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願。”

美國有官員警告，俄可能“正在考慮

入侵烏克蘭”。據知情人士說，美國和盟

友正在商議就俄方行動采取什麽應對措施

，其中包括加強對基輔政府的安全援助以

及對莫斯科施加新制裁。

專家：英美應為俄烏關系惡化負責
烏克蘭政治學專家魯斯蘭•比紮耶夫

認爲，英國和美國應對俄羅斯與烏克蘭關

系惡化負責。

比紮耶夫說表示：“事實上，烏克蘭

和俄羅斯的邊境局勢是由倫敦點燃的。尖

銳的衝突在今天對誰都沒有好處，除了英

國之外。”

按照他的觀點，英國試圖惡化美國總

統拜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會談環境。他

強調說，這次會談可能會改變很多東西。

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約翰· 柯比此前

指稱，俄羅斯在靠近烏克蘭邊境展開“不

尋常的軍事行動”，並呼籲俄羅斯方面提

高軍事的透明度。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對此回

應表示，俄羅斯根據自己的裁奪在自己的

領土內調動軍隊。按照他的說法，這不會

威脅到任何人，也不應該讓任何人擔心。

新增8129例確診病例
希臘將全面開放加強針接種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

8129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達847188例；新增80例死亡病例，累計

死亡達16923例。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希米斯托克利斯(Marios Themistokleous)宣

布，從19日開始，所有已經完全接種過新冠疫苗的人士，都可以在最後一

針疫苗接種後的至少五個半月，通過官方網站預約接種加強針疫苗。

他補充說，對於接種過輝瑞、莫德納和阿斯利康疫苗的人群，加強

針的實際註射時間將會在第二劑註射後的6個月後進行。對於註射過強

生單劑疫苗的人群而言，他們可以在接種疫苗後的兩個月，進行加強針

註射。

希臘數字治理部副部長喬甘達斯(George Georgantas)表示，在國外接

種過新冠疫苗或持有國外頒發的新冠康復證明的人士，將能夠在未來幾

天內在希臘獲得相關證書。證書將通過gov.gr平臺上的應用程序頒發。

喬甘達斯還說，針對未接種疫苗人士出臺的限製措施似乎已經開始產生

效果，官方數據顯示近期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出現了顯著增長。

希臘衛生部長普列弗裏斯(Thanos Plevris)還表示，如果有必要，政

府將對未接種疫苗的人實施進一步限製。但他指出，任何措施都是保護

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

此外，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接受媒體采訪時，排除了針對未接種疫

苗者實施全面封鎖的可能性。他指出，病毒檢測對希臘的疫情防控至關

重要，同時，該國已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未接種疫苗者的限製措施。

國際最新研究：機器學習方法可幫助識別人造毒品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機器

智能》發表一篇計算生物學研

究論文稱，科研人員發現一種

自動化、生成式的機器學習方

法，可以僅利用質譜就確定未

知的新型精神藥物(又稱人造毒

品)的化學結構，了解這些結構

能幫助法醫實驗室更快識別出

疑似的人造毒品。

該論文指，每年有大量新

型精神藥物出現在非法市場上

，這些物質會造成與已

知非法藥物相近的精神

效果；但因為其合成方

式使其在化學上有所不

同，這些藥物規避了現

有的毒品法規，甚至難

以被偵測。法醫實驗室

使用質譜分析法在查封

藥片或粉末中識別已知人造毒

品。不過，要弄清一種全新人

造毒品的結構，通常需要化學

專家工作數周或數月，並且需

要用到其他的實驗技術。

針對上述難題，論文通訊

作者、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邁克爾 · 斯金尼德(Michael

Skinnider)和同事使用全球各地

法醫實驗室的保密數據訓練一

個機器學習模型，產生結構和

性質類似於近期人造毒品的分

子。該模型隨後產生了一個數

據庫，包含十億種潛在新型精

神藥物的結構。

他們用模型訓練結束後新

收集的數據測試該模型，發現

這一方法可以僅用質譜就確定

未知人造毒品。在準確結構難

以精準確定的實例中，該模型

建議的結構與未知人造毒品非

常相似。

論文作者總結說，用其

他數據集訓練的類似的生成

方法也可以幫助識別其他特

定領域未知分子的結構，例

如識別新型興奮劑或者環境

汙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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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眾議院選舉失利
日本最大在野黨黨首正式辭職

綜合報導 據日本富士電視台報

道，當地時間12日，日本最大在野

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枝野幸男正式辭

職，以承擔該黨在衆議院選舉中議

席減少的責任。立憲民主黨常任幹

事會決定，繼任黨首的選舉工作于

19日發布告示，30日投計票。

據報道，關于新一任立憲民主

黨黨首選舉，該黨政調會長泉健太

、役員室長大串博志和前厚生勞動

省副大臣西村智奈美等正在討論是

否參加。選舉的論點或將圍繞2022

年的參議院選舉等。

正式辭職後，枝野幸男在社交

媒體上發文稱，“今後，我將作爲

一名國會議員，爲實現以政權更疊

爲目標制定的綱領和基本政策而繼

續努力。”

據此前報道，在衆議院選舉

中，立憲民主黨遭遇重大失利，議

席從選前的109個降至96個。11月2

日，枝野幸男在黨幹部會議上表示

，他將引咎辭職。

枝野幸男曾擔任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經濟産業大臣等職。現任日

本衆議院議員。

超安全上限20倍 印度或因首都空氣重汙染實施封鎖
印度首都新德裏空氣汙染惡劣狀態

持續，當地時間14日，新德裏風力雖有

增強，但空氣質量仍屬于“非常差”級

別。印度最高法院官建議實施封鎖，以

緩解空氣質量問題，新德裏政府表示將

謹慎討論。

超安全上限20倍！學校停課
當地時間13日，印度首都新德裏空

氣中PM2.5指數的水平，超過了每立方

米300微克，是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安

全上限的20倍。

新德裏政府宣布，自15日起，學校

停課一周，所有政府機構實行員工居家

辦公，並考慮實施封鎖措施，以保護民

衆免受空氣汙染的傷害。

新德裏首席部長凱傑裏瓦爾指出，關

閉學校，是爲了保護學生。此外，14日至

17日，新德裏工地建築活動禁止施工4天

，政府機構工作人員須在家辦公。

或將實施封鎖措施？

面對連日惡劣的空氣質量，印度最

高法院法官建議對新德裏實施封鎖，以

幫助緩解居民的空氣質量問題。首席大

法官拉瑪納(NV Ramana)直接問道，

“不然我們怎麽活？”

對此，凱傑裏瓦爾指出，新德裏政府

會在咨詢相關方面後，考慮是否根據法院

的建議行事。“因爲汙染而實施封鎖措施

前所未有。這將會是極端措施。”

此外，印度中央汙染控制委員會已

建議新德裏政府，准備就空氣汙染情況

，實施“緊急”級別的應對措施，包括

禁止卡車進入新德裏、禁止建築施工活

動、實行單雙號汽車限行等。

新德裏交通警察也加強了應對首都

汙染危機的措施，表示將起訴所有未獲

得汙染控制 (PUC)證書的車輛。根據新

德裏交通部的命令，交通部門還扣押了

在路上行駛，車齡超過10-15年的柴油和

汽油車輛。

空氣質量為何如此差？

報道稱，新德裏長期以來面臨嚴重

的空氣汙染問題，並被認爲是世界上汙

染最嚴重的國家首都之一。

11月初，印度多地不顧禁令，燃放

煙火慶祝傳統節日排燈節後，空氣汙染

加劇。

凱傑裏瓦爾還表示，新德裏的空氣

質量不斷惡化，主要原因之一是周邊各

邦大量焚燒稭稈。

據報道，當地時間14日，在印度國

家首都區(NCR)和鄰近地區空氣質量管

理委員會(CAQM)舉行的會議上，專家們

表示，排燈節後，該地區的不良空氣質

量情況不僅僅是因爲焚燒稭稈、車輛汙

染、排燈節後汙染，也因爲“沙塵暴從

塔爾沙漠(Thar Desert)的西南方向吹來，

帶來了大量灰塵，進一步顯著放大了

PM2.5/PM10水平”。

據報道，印度中央汙染控制委員會

表示，根據天氣預測，近幾日晚間都是

無風天氣，因此，惡劣的空氣質量預計

會持續到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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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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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從11月初全面放開各行業領域，進

入“與病毒共存”的抗疫新階段後，柬埔寨每日新

增新冠肺炎報告病例並未出現大幅度反彈情況，各

地“第三針”疫苗接種行動有序推進。

爲進一步建立免疫屏障，首都金邊持續推進

第三劑加強針接種工作。金邊市政府13日消息稱

，該市新冠疫苗接種小組委員會將在國防部疫苗

接種醫務組以及其他志願醫生組的協助下，爲全

市14區市民繼續開展第三劑加強針接種工作，並

呼籲尚未接種者盡快前來接種。金邊市政府稱，

很多市民踴躍前來接種第三劑加強針，對構築免

疫屏障提供了重要支持，市政府對此給予高度評

價和贊賞。

柬埔寨另一個重要地區西哈努克省第三劑新冠

疫苗接種工作也有序推進。當地政府分別在西哈努

克市、高龍島市和斯登豪縣設點爲18歲以上的居

民提供疫苗接種。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忠南指示基層

政府務必做好宣傳，並與疫苗接種工作組緊密配合

安排好接種點的工作。他表示，前往接種第三劑加

強針的居民必須攜帶疫苗接種卡。

此外，由于疫情趨緩，柬埔寨官方對民衆舉辦

婚禮的限制進一步放開，官方取消了此前對參加婚

禮賓客人數200人上限的要求，並規定參加婚禮賓

客須完成兩劑以上疫苗接種，而因身體因素未接種

疫苗的民衆也可前往參加婚禮，但要遵守衛生部發

布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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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立方背信棄義必自食其果
針對台駐立陶宛機構掛牌運作 強調台當局妄圖挾洋謀“獨”是打錯算盤

18日深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立陶宛批准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發表談話。發言
人指出，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多次勸阻，批准
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此舉在世界
上製造“一中一台”，公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背棄立方
在兩國建交公報中的政治承諾，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性質極為惡劣。中國政府表示強
烈抗議和堅決反對，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立方負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
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們要求立方立即糾正錯誤決
定。我們也正告台灣當局，妄圖挾洋謀“獨”是打錯了算
盤，注定逃脫不了失敗的下場。

至於中方將採取何種必要措施，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
自取，必將自食其果。

國台辦：堅決反對並打擊謀“獨”行徑
針對台駐立陶宛機構掛牌運作，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19日應詢表示，民進黨當局出於謀“獨”企圖，在國際上
打着各種旗號進行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分裂國家的行徑。
其伎倆包括設立有關機構、更改有關名稱、拉攏滲透有關
國家政要、編織謊言、散布“台獨”言論等等。對於各種
謀“獨”行徑，我們堅決反對並將堅決打擊。

朱鳳蓮指出，我們堅決反對我建交國與中國台灣地區
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我們敦促有關國家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不要在支持縱容“台獨”的
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駐歐盟使團團長：歐盟對台灣問題應守諾
那麼，立陶宛作為歐盟成員國，是否違反了中歐就一

個中國原則達成的一致共識？近日在出席歐洲政策中心
“60分鐘吹風會”時，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張明大使專門
回顧了中歐建交之初，歐方領導人在涉台問題上所作的公
開承諾。

張明大使指出，1975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副
主席索姆斯訪華，與中方就中國與歐共體建立正式關係達
成一致。在台灣問題上，索姆斯表示，“歐共體的所有成
員國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就台灣問題採取了人
民共和國所接受的立場。依照這些立場，我確認，歐共體
不同台灣保持任何官方關係或締結任何協定。”這一承諾
對歐盟及成員國構成法定義務和約束，歐方應該言而有
信。

張明大使強調，一些人似乎認為台灣是一張可以打、
很好打的牌，認為可以通過它損害中國的利益。這種行徑
絕不可能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只會更加堅定中
國人民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決心。

新華時評：立方踐踏紅線必付代價
新華社19日發表新華時評指出，立陶宛背信棄義，

任性踐踏紅線，必將為此付出代價。時評強調，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強大能力。《人民日報》鐘聲發表文章指出，
中方言必行，行必果。對於立方的這種惡劣行徑，中國人
民絕不答應。立方應立即糾正錯誤決定，採取切實措施，
消除惡劣影響，切實履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立

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多次勸阻，批准

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8日深夜就此發表談話指

出，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和堅決反對，將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立方負責。“我們要求

立方立即糾正錯誤決定。我們也正告台灣當

局，妄圖挾洋謀‘獨’是打錯了算盤，注定逃

脫不了失敗的下場。”國台辦發言人19日應

詢表示，堅決反對並將堅決打擊民進黨當局各

種謀“獨”行徑。

儘管中方強烈反對和
多次勸阻，但立陶宛政府
仍執意批准台灣當局設立
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
處”。中國國際問題研究
院歐洲研究所所長、研究

員崔洪建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立陶宛少數政客
誤以為此舉利益大於風險，而美國及歐洲議會
不同程度的所謂支持與聲援，又進一步助長了
立方的誤判，從而令立方最終作出錯誤決定。

據了解，按照早前日程安排，所謂“駐立
陶宛台灣代表處”原本計劃在今年九十月份掛
牌運作，但中方對此提出強烈反對後，此事在
立國內和國際社會引發關注和討論，立國內亦
有不同意見提出，立陶宛總統瑙塞達甚至曾站
出來喊話，辯稱“立陶宛沒有改變在台灣問題
上的立場”，聲稱立陶宛仍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

立方企圖自定義一中原則
崔洪建指出，立方雖然嘴上說仍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但是實際上的所作所為則是採取

“切香腸”的方式在台灣問題上打擦邊球。這
位專家指出，立陶宛少數政客評估算計後誤以
為幹這種事情的利益大於風險，從而最終認定
操弄台灣問題可以給立方帶來利益。同時，從
外部環境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議會，都給
予了立方不同程度的所謂支持與聲援，這進一
步助長了立方的誤判。

崔洪建指出，目前歐盟層面仍對立陶宛
有所偏袒，為此中方還應進一步對歐盟明確
闡明一個中國原則，並且中歐有必要就一個
中國原則問題達成進一步明確的共識，特別
是要進一步明確一個中國原則的具體內容，
以避免再發生像立陶宛這樣嘴上說仍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但實際上卻是企圖自己定義一
個中國原則，以“切香腸”的方式打擦邊
球，妄圖把一個中國原則在實質上給掏空的
錯誤行為。

立冀獲美支持應對俄羅斯
立陶宛甘願衝鋒陷陣，走在反華道路的最前

面，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歐關係研究中心
副主任簡軍波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立陶宛希望

通過反華向美國表達忠誠，在安全方面獲得美國
的支持，從而使其更加有恃無恐地和俄羅斯打交
道。換言之，立陶宛把它的反華立場，當作獲得
對俄政策中取得一定優勢的工具。

立陶宛也明白自己的行為觸怒中國，連日
來不斷呼籲國際支持，希望更多民主國家“相
互幫助”。

簡軍波直言，美國也許會暗地裏承諾了立
陶宛一些東西，但從歷史上的一些案例來看，
美國經常口惠而實不至。因此對立陶宛而言，
這是一場“賭博式的冒險”。更重要的是，立
陶宛現在可能都不清楚自己國家的核心利益是
什麼。是為了防範俄羅斯進攻的安全保障？還
是希望獲得更多經濟上的投資？還是單純為了
迎合美國，或者反華？

簡軍波指出，一方面，如果立陶宛需要經
濟層面的利益，美國並不一定能在多大程度上
代替中國給他更多投資。另一方面，對立陶宛
而言，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把北約移過來，但
如果這樣做，等於把自身的國家安全放在了俄
羅斯的巨大威脅之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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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少數政客錯估風險 美歐慫恿助長立誤判

香港文匯報訊 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多次
勸阻，立陶宛政府日前批准台灣當局設立所
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央廣電“國際
銳評”專欄文章指出，立方這一惡劣行徑公
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背棄其在兩國建交公報中的政治承諾。中方
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立方必須承擔背信棄義帶來的一切後
果。

文章指出，根據中立雙方1991年簽署的

建交公報，立方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並承諾不和台灣建立官方關係
和進行官方往來。同時，立陶宛是歐盟成員
國，必須遵守中歐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一致
共識。今年以來，立方基於自身訴求緊跟美國
的所謂“價值觀外交政策”，頻頻打“台灣
牌”挑釁中方。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曾直
言，立陶宛“希望它對中國的立場能引起華盛
頓的注意”。

文章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立
陶宛打所謂“台灣牌”純屬自不量力。這絕不
可能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更無法阻
擋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只會給立陶宛自身帶
來咎由自取的傷害，令其在國際社會背上背信
棄義的罵名。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共識，也是
中國同其他國家發展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中
方已經多次闡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實現國家統
一的決心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紅線不容觸碰。

央廣電：立陶宛純屬自不量力

●對於立陶宛
批准台當局設
立所謂“駐立
陶宛台灣代表
處”，中方表
示，將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
圖為中國僑團
早前在蔡英文
美國下榻的酒
店 外 高 呼 反
“ 台 獨 ” 口
號。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
詢時表示，中方期待同東盟各國一道，繼續
攜手合作，推動雙方關係提質升級，構建更
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有記者提問，中方今天發布了習近平主
席將出席並主持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30周年紀念峰會的消息，能否介紹中方對

此次會議有何期待？
趙立堅表示，東盟是中國的近鄰和重要

合作夥伴。自1991年建立對話關係以來，
雙方已互為最大規模的貿易夥伴、最具活力
的合作夥伴、最富內涵的戰略夥伴。在建立
對話關係30周年之際，雙方決定專門舉辦
此次紀念峰會，再次體現了對彼此關係的高
度重視。

趙立堅表示，習近平主席將同東盟國家
領導人一道，共同總結中國東盟關係30年
發展成就和經驗，擘畫未來發展藍圖，為雙
方關係引領航向。中方期待同東盟各國一
道，繼續攜手合作，推動雙方關係提質升
級，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
體，促進地區和平與繁榮。

中方：冀同東盟各國構建更緊密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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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21年香港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結束一周，候選人資格審
查委員會19日公布所有參選人提名的審查結果，
裁定153人的提名有效，僅1人因受僱於政府部門
被裁定提名無效。資審會主席、香港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19日在記者會表示，資審會不論
參選人背景，審核資格的標準都是一致，一視同
仁，過程公平、公正，入閘的候選人來自不同政
治光譜，符合均衡參與、廣泛代表性，證明完善
選舉制度並非要搞“清一色”，令反對者對於新
選制的抹黑及歪理不攻自破。

10地方選區皆有競爭 九東5爭2最激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

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資審會就參選人是否
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
件作出決定。資審會19日公布已審查完成所有參

選人的提名，並裁定153人的提名有效。
地方選區全部35名參選人的提名被裁定有

效，意味10個選區均有競爭，其中競爭最激烈
的是九龍東，5名候選人爭兩個議席，港島東、
新界北、新界東北則各有4名候選人競爭兩席。
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主任共收到的51份提名表
格亦全部被裁定有效，51名候選人將角逐40個
席位。

28個功能界別共收到68份提名，資審會裁定
醫療生界功能界別的劉子進，因受僱於政府部
門而被裁定不符合資格，其餘67名參選人均符合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裁定他們的提名為有效，意味每個功能界別均有
競爭，而醫療生界功能界別和教育界功能界別
競爭最為激烈，均為5名候選人爭一席。

李家超19日在記者會表示，今次通過審查
的153位候選人，有持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包

括建設力量、“非建制派”、獨立人士，還有來
自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候選人，有爭取連任的
立法會議員，現任的區議員，亦有學術界、商
界、專業人士、工會代表、宗教界人士、校長，
以及基層工人等，還有很多第一次參選的年輕新
面孔，符合均衡參與、廣泛代表性。

他強調，被確認資格的候選人來自不同的政
治光譜，證明完善之後的選舉制度不是要搞“清
一色”，並重申無論報名人是屬於什麼背景，審
核標準是一致的，對所有候選人都是一視同仁，
以同一標準、同一把尺認真全面地進行審查，過
程是公平、公正，可以看到之前那些只為反對完
善選舉制度的抹黑和歪理不攻自破。

李家超指出，資審會原則清晰，就是要求擁
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在有需要時，資審會會要
求參選人提供資料或作出解釋，收到資料後資審
會將綜合考慮參選人提供的資料和解釋，以及資

審會所掌握的所有材料，包括當時環境情況、所
適用法律、有關法律是否具追溯力及參選人的解
釋是否合理、可信等，而每一宗個案有其獨特
性，不能與其他個案相比。

較法定審查時間縮半 利候選人競選
李家超說，資審會須整理大量資料，現在公

布結果，已比法定兩星期審查時間縮短一半，有
助候選人展開競選工作。接下來，特區政府會全
力辦好12月19日的選舉，確保選舉在公平、公
正、廉潔、有序的情況下進行，又呼籲和鼓勵
香港所有有資格投票的選民當日踴躍投票，選
出一個為香港未來作出貢獻的立法會議員和
議會。

醫療生界功能界別的候選人還
有：陳永光、龐愛蘭、林哲玄、
何崇漢、陳子中。

153人成功入閘競選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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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委會倡12歲至17歲學童先打科興
料明年2月擴至3歲至11歲群組 維持兩針隔28天注射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19

日下午舉行聯席會議，審視有關兒童接種科興

疫苗的數據後認為疫苗安全可靠，故建議先為

12歲至 17歲學童接種科興疫苗，料接種計劃

明年2月將擴展至3歲至11歲的群組，接種方式仍維持以往建議，即兩針相隔28天

注射，特區政府將盡快公布詳情。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 19日強

調，未來香港全面與國際正常通關後將無可避免地出現第五波疫情，或有需要在幾

個月後、即全面恢復正常通關前為所有中小學生打第三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高鈺）就降低新冠疫苗接
種年齡，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19日表示，局方首先要考慮
生專家的意見，在香港食物
及生局局長就接種安排作出
決定後，教育局會配合，同時
因應有關決定就學校的運作及
安排作出適當的調動或調節。

楊潤雄19日出席公開場合
後接受傳媒提問時表示，現在
希望全力推動社會各界人士接
種第三劑新冠疫苗，以再提高
保護率，至於在學校需要哪些
調節，局方會整體考慮，“因
為現在整個政府都是鼓勵大家
盡量接種第三劑，但暫時很多
場地進出仍是維持使用（接
種）兩劑的標準。”

他強調，既然科學上認為3
歲至17歲人士可以接種科興疫
苗，為了保障自己、家人和身
邊朋友的安全，會鼓勵所有人
都接種。

另外，香港大學副校長
（教學）何立仁19日向校內師
生發出電郵，宣布港大於下學
期將沿用“七成五課室使用量
（75% room capacity）”及單
雙數學生編號輪流到校園上課
的政策。到明年 1月 17 日開
始，校方將停止支援遙距教
學，而所有進入校園者均須接
種疫苗。同時，因應政府對入
境人士有嚴格的檢疫安排，港
大呼籲學生在寒假時留港，以
確保可順利上課。

劉宇隆19日在會後表示，科學委員會已審視科
興有關3歲至17歲兒童接種疫苗的第一及第

二期數據，顯示科興疫苗能產生免疫力，安全及耐
受性良好，第三期數據正在智利、南非及馬來西亞
進行，第四期則是實際開打後的數據，亦顯示科興
疫苗安全有效，兒童群組接種的免疫反應較成人為
佳。

兩地600萬童接種後無事故
他指出，第四期數據主要來自內地，內地3歲

至17歲群組已累積接種1.1億劑科興疫苗，當中3
歲至11歲兒童佔400萬人，另外柬埔寨亦有200萬
名5歲至11歲兒童已打科興，即已有600萬名11歲
以下兒童接種，均未出現令人擔心的安全問題，
“600萬針是多定少？對香港來說當然是多，對中
國內地來說當然不多，如果600萬針都未見有安全
風險，都會有信心。”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則表示，將
盡快公布12歲至17歲中學生注射科興疫苗的開打
日期。

被問及為何3歲或以上兒童並非首批兒童接種

群組，劉宇隆解釋要循序漸進推展，“公共生
政策推展，家長的認受性很重要，我們認為先為
中學生接種，合乎現時中學生家長都等待接種科
興，這是順應民情，過了一兩個月，到明年2月
新學期開始，可能就是適合時間讓小學生接
種。”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進行疫苗教育活動，生
署已開始與不同校長及家長會商討，先了解家長對
幼童接種疫苗的擔憂，向學校和家長作更多解說，
且其他地方也是先為年齡較大的學童接種，才逐步
下調年齡群組，待其他地方有更多年幼人士打針後
得出數據，才可加強家長的信心。

預防第五波 學童需第三針
劉宇隆估計，一旦香港全面對外恢復正常通

關，無可避免會爆發第五波疫情，故學童也需要接
種第三針。他並舉例新加坡為中學生接種疫苗後就
“開關”，但當時小學生未打針，結果爆發感染群
組，“中小學生及幼兒（打兩針）過多幾個月或半
年後，可能都要打第三針，我認為要在‘開關』前
補多針，香港開關與世界接軌，無可避免會有第五

波疫情，醫療系統要承受得起。”
他表示，目前生署到校為學童打流感疫苗的接

種率達七成，相信署方未來會多管齊下推動接種新冠
疫苗。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19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則表示，無論科興或復必泰疫苗，接種6個月後的
保護力都會下降，需要打第三針，故特區政府應盡早
安排所有接種復必泰滿6個月的人士打第三針。

為應付第三劑疫苗接種計劃，香港特區政府增
購100萬劑復必泰疫苗，並已於19日運抵香港，連
同已付運抵港的750萬劑，特區政府已合共採購850
萬劑復必泰疫苗。特區政府發言人呼籲尚未接種首
兩劑疫苗的市民盡快接種，因稍後將有更多市民符
合接種第三劑的資格，若要同時照顧拖延到當時才
接種首兩劑的市民，屆時無論在預約接種或疫苗供
應方面，均不排除會出現緊張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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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9日新增
一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患者為來港菲傭，另有
一名菲傭上周六（13日）完成21日強制檢疫進入
社區後初步確診，且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但
其病毒量低而抗體檢測呈陽性，懷疑是復陽個
案。特區政府為審慎起見，19日晚圍封該名菲傭
居住的跑馬地山村道滙文樓，要求所有居民接受
強制檢測。

19日證實確診的34歲菲律賓來港女傭，今年5
月及6月在當地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本身並無病
徵，本周一（15日）搭乘宿霧太平洋航空5J272班
機抵港，結果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期間確診，並
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

隔離期間6次檢測均呈陰性
至於初步確診的31歲女傭，上月23日搭乘

5J272航班由菲律賓抵港。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外

傭7月在菲律賓接種一劑強生疫苗，本身並無病
徵，抵港後在機場檢測呈陰性，被送到竹篙灣檢疫
中心隔離，其間6次檢測結果均呈陰性，上周六完
成強制檢疫後返回僱主於滙文樓的居所。

該女傭18日再次檢測，樣本呈初步陽性，但
病毒量少，CT值大於30，並帶有L452R變異病
毒株，而她入院後對抗體呈陽性反應，19日晚7
時30分圍封滙文樓進行強制檢疫，患者潛伏期曾
到訪的地點亦會納入強檢公告。

另外，國泰航空3名貨機機師早前由德國法蘭
克福回港後確診，國泰經調查發現3人曾外出，違
反在外地閉環式運作規定，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19日表示，已向國泰索取初步調查報
告，稍後再向3名患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而3人病
毒基因分析結果相似，可能是差不多時間染疫，亦
可能屬同一感染源頭或互相傳染，目前要了解他們
曾否見面或一起活動，綜合考慮酒店是否高危爆發

點。

菲傭入社區初確 滙文樓圍封強檢

●滙文樓外設置帳篷，為居民採樣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科委會指科委會指，，第四期數據顯示科興疫苗安全有第四期數據顯示科興疫苗安全有
效效，，兒童群組接種的免疫反應較成人為佳兒童群組接種的免疫反應較成人為佳。。圖圖
為在吉林長春一名兒童在家長的陪同下接種新為在吉林長春一名兒童在家長的陪同下接種新
冠疫苗冠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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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保障家人健康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月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華人為藍光裕夫婦發聲舉行守夜活動華人為藍光裕夫婦發聲舉行守夜活動
在燭光中追思在燭光中追思，，盼正義公理伸張盼正義公理伸張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和乒協主席劉國樑和中國
隊隊員將出席11月21日美中乒乓外交50週年晚宴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8年1月11日，華裔藍光裕、梁
晶晶夫婦，被三名跟蹤他們夫婦很久的嫌犯跟蹤回家，將他們綁
起來毆打，折磨多日後再將其殺害。該慘案事發至今三年多，雖
早期受到美國主流媒體的關注，但因為我華人社區不會去吵鬧、
去示威，三年來鮮有人提及，凸顯了美國 「司法系統」極大的漏
洞。直至今年9月10日，居然其中一名犯人，24歲的Erick Per-
alta在繳交35萬元保釋金後，居然可以離開監獄，回家與家人團
聚。此案的最新進展才引起大家的注意，令所有人驚駭不已。受
害人的兒子Richard Lam認為此決定不公平，為什麼他的父母都
沒有了，而嫌犯卻能出獄與家人團聚？休市各界開始注意此案的
發展，各主流媒體第二台、第十三台皆有報導，Richard Lam 也
於今年九月底上 「美南國際電視」 「新聞面對面」節目接受主持
人馬健的訪問，談到華裔在美國努力向上，不會報警，才使此案
延宕三年，美國社會就是這麼 「弱肉強食」！

經過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搜集了很多民意，由許多知

名僑社代表、社區義工，藍光裕的姊姊
Vivi Jan(詹藍慧芳）,Rogene Gee Cal-
vert , 黃登陸，李成純如（Alice Lee）
等人從今年 11 月開始規劃，並獲得休
士頓警察局的協助，才使得這埸藍光裕
夫婦的追思會，於本周二（11 月 16 日
）從傍晚五時起在休士頓市政廳前廣場
，聚集百餘人為藍光裕、梁晶晶（Bao
& Jenny Lam )夫婦，舉行守夜活動，也
為將於今年12月6日開始審訊的此案，
將意識帶入主流，表達我們對家庭正義
的聲援，希望將歹徒繩之以法。

當天出席的人士包括四個亞裔團體
的代表及會員。包括： 「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王韋龍及秘書柯智文出席現場慰
問 受 害 家 屬 ， 德 州 州 議 員 吳 元 之
（Gene Wu ), 「美國華人聯合會」施慧
倫 （Helen Shih ), 「美 華 協 會
（OCA-Houston )」陳綺玲， 僑務委
員劉秀美、丁方印夫婦,僑領趙婉兒、
黃泰生、王秀姿、徐小玲及劉志忠等代
表，以及由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宏意
法師所率領的僧團及信眾代表二十餘人
。

宏意法師在儀式開始時唱頌讚佛偈
迴向，以表達追思。並在致詞時讚許藍光裕先生的品德優點，除
了是虔誠的佛教徒外，也對佛寺的建設、剪草等活動勇於付出。

吳元之州議員指出： 「我們的社區要求正義。我們在這裡不
只是記住他們的名字，他們的生活，我們在這裡更要求正義」。

藍光裕的兒子Richard Lam表示：父母在家被殘忍殺害，透
過監控視頻，警方在一周內就逮捕了三名嫌犯，但直到今天三年
多了此三人尚未接受審利，其中一名24歲的嫌疑犯Erick Peralta
自今年九月以來保釋在外。他說： 「這好比打了他的家人一巴掌

，讓人感到氣憤噁心」Richard 感謝當晚所有到現場的朋友，對
他們一家人的支持和愛。

當晚多位在現場的人士紛紛表示：藍光裕夫婦在社區熱心公
益，假日還在佛寺做義工，廣結善緣。他還是勤奮、成功的企業
主，在休市有多家SUBWAY連鎖店，他們不應該受此對待，希
司法審判能伸張正義，還他公道。

節目進行到最後，太陽已下山，現場民眾搖晃著手中的燭光
，表達休市華人對正義、光明的渴望，最後,播放藍氏夫婦生前
最喜愛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本報訊本報訊））20212021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決賽即將於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決賽即將於1111月月2323日日--2929
日日，，感恩節期間在休斯頓舉辦感恩節期間在休斯頓舉辦，，休斯頓體育局休斯頓體育局，，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美國乒乓球協會美國乒乓球協會，，喬治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布什美中關係基金
會五家將聯合舉辦大型晚宴會五家將聯合舉辦大型晚宴，，隆重慶祝美中乒乓外交隆重慶祝美中乒乓外交5050週年週年，，揭揭
開世乒賽的序幕開世乒賽的序幕。。
晚宴時間晚宴時間：：
20212021年年 1111月月 2121日日((週日週日))晚上晚上44::3030PM-PM-55::3030PMPM 貴賓招待會貴賓招待會 在在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GRG) in the main Arena Hall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GRG) in the main Arena Hall

55::0000PM-PM-66::0000PMPM 簽到簽到 在在Hilton Americas BallroomHilton Americas Ballroom
66::0000PMPM 宴會大廳開門入座宴會大廳開門入座
66::1515PM-PM-88::1515PMPM 晚宴晚宴
88::1515 PMPM 晚宴結束晚宴結束
晚宴地點晚宴地點：：
Hilton Americas-Houston(Hilton Americas-Houston(在在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隔壁隔壁))
16001600 Lamar St, Houston, TXLamar St, Houston, TX 7701077010

圖為藍光裕夫婦的家人在燭光追思會上表達心聲圖為藍光裕夫婦的家人在燭光追思會上表達心聲。（。（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本周二在休市市政廳前廣場圖為本周二在休市市政廳前廣場,,百餘人為藍光裕夫婦舉行燭百餘人為藍光裕夫婦舉行燭
光追思會光追思會，，盼公理正義得以伸張盼公理正義得以伸張。（。（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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