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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疫情、、氣候危機與衝突讓世界更糟氣候危機與衝突讓世界更糟
（中央社）續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

瑞斯表示，由於COVID-19疫情、氣候危
機與地緣政治緊張，世界局勢相較5年前
在許多方面已惡化，但他認為俄羅斯不會
進犯烏克蘭。

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接受
美聯社訪問時表示，他2017年元月1日首
次就任時提出的和平訴求，以及他第一任
期內的優先要務都未曾改變，包括防止衝
突、處理全球不平等，以及應對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危機和全球
暖化。

他說： 「聯合國秘書長沒有實權，我
們有影響力，我可以去遊說、去調解，但
沒有權力。」

就任聯合國秘書長之前，古特瑞斯曾

說，他認為這個職務是要扮演 「會議召集
人、調解者、斡旋者，以及誠實的掮客，
找出讓有關各方都受益的解決辦法」 。

古特瑞斯表示，雖然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U.N. Security Council）有權力捍衛
國際和平與安全，手段包括下令制裁與展
開軍事行動，但安理會卻內部分裂，5個
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拉幫結派，俄羅
斯和中國在重大議題上時常和美國、英國
及法國陷入分歧，包括昨天的最新議題，
即對北韓施加新制裁。

至於另一個目前每個國家都關注的議
題，也就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10萬大軍的
俄國是否會發動攻擊，古特瑞斯則說，
「我不認為俄羅斯會進攻烏克蘭，希望我
的看法是對的」 。

《《春之聲春之聲》》第第2626屆遊園會將於屆遊園會將於11月月2929日舉行日舉行
液晶大電視液晶大電視、、iPhoneiPhone 1313大獎等你拿大獎等你拿

（本報訊）由美南新聞集
團舉辦的第26屆遊園會將於1
月 29 日上午 10 點在美國新聞
電視大樓舉行。

目前考慮到疫情現況，為
了避免疫情傳播保證大家的身
體健康，參加活動的人員以貴
賓邀請方式入場，其他人員可

以通過手機觀看全過程。
此次美南新春遊園會是通

過中國融鼎雲直播平台、美南
新聞，youtube 等新媒體平台
同步播出。新媒體將聯動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們
的新年遊園會進行直播和報導
。通過這些傳播平台，我們新
春遊園會的盛況將在同一時刻
傳遍神州大地，傳遍五洲四海
。

本屆園遊會將由舞龍舞獅

拉開序幕，亞洲傳統特色節目
陸續登場。優雅的中國樂曲、
精彩的中國功夫、時尚的越南
時裝秀、節目豐富多姿多彩。
在活動中還設有多項大獎，有
55’ 液晶電視、iPhone 13 等
獎品，觀眾朋友在觀看直播時
可以撥打電話參與抽獎，第一
個打進演播室的觀眾將會獲得
美南新聞提供的大獎一份。

活 動 當 天 熱 線 電 話 ：
281-498-4310，參與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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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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lack homeless man allegedly
shoved an Asian woman to her
death in front of an oncoming
subway train Saturday morning
at the Time Square station. The
horrifying episode happened at 9:
40 am.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report,
Michelle Go, 40, was waiting on
the southbound platform when
she was pushed onto the train
tracks and struck by an R train.

The suspect, identified as a black
man, Simon Martial, 61,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second degree murder. He has a
criminal record and at least three
arrests going back to 1998 when
he was charged with robbery and

was released in August of 2021.

This sad news again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in our community,
although it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whether it was an act
of racial hatred. Once again, this
tragic act exposes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very
strongly that the current federal
government’s social welfare
policy is leading many people to
simply avoid going back to work.
Just look at the groups of people
who openly rob department
stores and train containers. Is
th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know?

This is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be

honest, most small businesses
are still in crisis, but most of them
have not received any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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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gedy Happens AgainTragedy Happens Again

週六上午九點半在紐約時
代廣場地下鐵, 一名黑人將名
正在等待上車的亞裔婦女推下
站台, 這名亳無防護的女子被
推下後被一輛進站的列車當場
撞死。

根據警方調查 ，這名受害
者是四十歲的華裔米瑟爾高，
而兇嫌是六十一歲的非裔男孑
西蒙馬爾西亞 ，曾經是一名毒
販因搶劫被判二年入獄，於去
年八月才獲釋出獄。

這項令人悲憤交集的新聞
， 再次在我們社區中激起巨大
之關注和不安， 雖然目前還未
確定是種族仇恨事件， 這正再
度暴露拜登政府及地方執法者
之束手無策。

我們要非常強烈的指出，
目前聯邦政府之社會政策， 正
在引導社會走向墮落和不安，
社會福利正養了一大批不去工
作的人， 更有許多無家可歸之
流浪漢及精神病患者造成社會
嚴重問題， 一群人可以公開集
體去搶刼名牌商店及鐵路集裝
箱， 這難道還是我們所認識的
美國嗎？

拜登政府上任即將屆滿週
年， 老實說 我們知道的小商
業主生存仍然面臨危機， 但是
都未得到任何幫助 ，試問，
民主黨還能挽救這個國家嗎?

紐約地鐵悲劇再度上演紐約地鐵悲劇再度上演



【綜合報道】以沙特為首的多國聯軍，空襲了也門胡塞武裝控制下的薩達省的一所監獄，造成
大量人員傷亡。截至當地時間21日夜間，根據當地衛生部門統計，襲擊已至少造成77人死亡，至
少190人受傷，其中部分傷者傷勢嚴重，死傷者中的絕大部分為在押人員。此外，還有一座通信大
廈遭遇襲擊，導致也門失去網絡。

自2015年以來，沙特領導的聯軍一直在與胡塞武裝作戰。成千上萬的平民，包括1萬多名兒童
，在戰爭中被殺或受傷，近230萬5歲以下兒童有嚴重營養不良。
3名兒童在附近踢足球遭空襲喪生

胡塞武裝控制的電視台播放了現場的畫面，畫面上有救援人員徒手清理廢墟。遭襲擊後的監獄
高度與胡塞武裝北部中心地帶的建築齊平，電視台畫面還顯示，薩達醫院滿是傷患。

據外媒報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還在當地核實死傷人員的情況，空襲發生數小時後，救援人員
從瓦礫中不斷地挖掘出一具具遇難者遺體。隨著時間的流逝，找到倖存者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無國
界醫生組織表示，確切的死亡人數尚不清楚，人數可能還會上升，薩達有一家醫院已經接收了200
多名傷員。

“空襲現場仍有許多屍體，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殺，這真是一起可怕的暴力事件。”無國界醫生
組織駐也門負責人艾哈邁德·馬哈特說，遇難者人數恐進一步增多，因為有不少人傷勢嚴重，希望
國際社會能派來醫務人員和救援物資。

當地時間21日凌晨，也門重要的港口城市荷台達以南的一處通信大廈也遭遇了空襲，兩枚導
彈中的一枚命中了通信大廈，先後至少造成6人死亡，29人受傷。

空襲造成也門全國接入國際互聯網的相關設備損毀，也門民用互聯網陷入全國斷網狀態，而胡
塞媒體將此歸咎於黑客對網絡的攻擊。截至當地時間22日下午，只有臨時首都亞丁尚有部分互聯
網服務，其他地區只有特殊機構經過許可可以通過衛星設備接入互聯網。兒童救助協會稱，還有3名正在附近足球場上玩耍的兒童在空襲中喪生。
多國聯軍否認空襲監獄，只承認空襲通信大廈

沙特官方的沙特通訊社1月22日發布了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發言人的聲明。聲明表示，胡塞武裝稱薩達省一處監獄遭多國聯軍空襲的說法“毫無根據”。聲明稱，聯軍針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調查
，發現這些說法沒有根據。

聲明表示，多國聯軍將與聯合國人道協調廳以及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分享事實和細節”。
2014年9月，胡塞武裝奪取也門首都薩那，後又佔領也門南部地區。 2015年3月，沙特牽頭成立多國聯軍，對胡塞武裝發起代號為“果斷風暴”的軍事行動。阿聯酋是多國聯軍的重要成員之一

。 2018年12月，在聯合國斡旋下，也門政府和胡塞武裝就停火、交換戰俘等達成一致，但不久雙方就互相指責對方破壞停火協議。
近期，也門局勢日趨緊張。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都阿布扎比17日發生一起油罐車爆炸事件和一起火災。胡塞武裝當天宣稱對此負責。多國聯軍18日凌晨宣布，對也門胡塞武裝在首都薩那的據點

和營地發動空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沙特阿拉伯表示，聯軍只對荷台達通信大廈進行了“精準空襲”，目的是打擊胡塞武裝。自從胡塞武裝17日罕見地對阿聯酋發動無人機和導彈襲擊以來，聯盟就加強了空襲。三名平民喪生，這

是阿聯酋首次發生此類致命襲擊事件。

多國聯軍空襲也門監獄多國聯軍空襲也門監獄，，至少至少7777死死190190傷傷，，網絡通信中斷網絡通信中斷

（綜合報導）日本受災的福島核電站附近最後一個無人居住的城鎮的五名前居民於1月21日週
四返回，這是自 2011 年災難以來的首次。經過大範圍的去污，日本政府宣城東北部大部分因災害而
污染的區域已經安全。現場圖片都是這五位勇士所拍，勇氣可嘉，但現場看得出來是一片荒涼，一
幅末世景象呼之欲出。

福島核事故，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太平洋地區發生里氏9.0級地震，繼發生海嘯，該地震導
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福島第二核電站受到嚴重的影響。

福島核電站位於北緯37度25分14秒，東經141度2分，地處日本福島工業區。它是當時世界上
最大的在役核電站，由福島第一核電站、福島第二核電站組成，共10台機組（一站6台，二站4台）
，均為沸水堆。

2011年3月12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宣布，受地震影響，福島第一核電廠的
放射性物質洩漏到外部。 2011 年 4 月 12 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 NISA）將福島核事故等級定為核事故最高分級7級（特大事故）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同級。

此前有記者嘗試重新探訪這一禁忌之地。據稱，核電站周邊20公里被劃定為“警戒區”。十多
年過去，位於這一範圍內的浪江町、雙葉町、大熊町、富岡町、楢葉町還有南相馬市的一部分，正
逐步對外解禁。十多年來，清污和重建工作持續展開，但大片地區至今沒有開放。即使是“解禁”
區域，也依舊一片蕭條。福島民眾一方面難以忘卻故土，一方面又擔心輻射"後遺症"。因此，雖然日
本政府眼下力推“復興計劃”，鼓勵福島民眾返鄉，但反響不佳。日本東北地區的複興，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

日本核災十一年日本核災十一年，，五勇士重返福島縣五勇士重返福島縣：：荒涼如末世荒涼如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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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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凍結電視執照費兩年
約翰遜為保首相位拿BBC開刀？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決定凍結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執照費

兩年，稱BBC需要一種新的融資模式來緩解生活成本壓力並反映媒體

格局的轉變。反對黨則稱削減BBC財源一事有政治動機，認爲政府此舉

是爲了保住深陷醜聞的約翰遜的首相職位。

據路透社報道，英國文化大臣納丁· 多瑞斯17日告訴議會，全國每

個家庭每年所須支付的電視執照費將維持在159英鎊，直到2024年，隨

後四年才能隨著通貨膨脹上漲。

多瑞斯還表示，政府有必要嚴肅探討2028年乃至2028年以後的電視

執照費問題，在民衆可以訂閱各種流媒體平台包括Netflix 和 Amazon

Prime的情況下，對不繳納電視執照費用的人進行刑事處罰是否依然適

當。

電視執照費是BBC的主要財政來源。鑒于通貨膨脹率超過5%，多

瑞斯表示，凍結電視執照費兩年可能會使BBC出現約20億英鎊的財政缺

口。

不過，路透社指出，凍結電視執照費上漲兩年，將在英國消費者對

抗生活支出激增之際，帶來一些緩解作用。

但反對黨工黨認爲，削減BBC財源一事有政治動機。政府的這一決

定是爲了保住約翰遜的首相職位。約翰遜近日因唐甯街10號一連串違反

防疫措施的醜聞而深陷危機。

工黨媒體發言人鮑威爾指出：“首相及文化大臣似乎不顧一切，攻

擊這個偉大的英國機構，因爲他們不喜歡BBC的新聞報道。”此前有保

守黨議員把BBC針對英首相違反防疫措施的相關報道形容爲對約翰遜的

“政變圖謀”。

三次獲罪仍不松口
法國極右翼候選人澤穆爾被判煽動種族仇恨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一家法院判定獨

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人士澤穆爾去年

的一段公開言論煽動種族仇恨，並對他

處以10000歐元（約合人民幣7.2萬元）

的罰金。

據報道，現年 63歲的澤穆爾曾于

2020年 9月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譴責法國

的移民政策，將無人陪伴的青少年移民

稱爲“小偷”“凶手”和“性侵犯”，

認爲必須遣返這些青少年移民，並拒絕

他們進入法國，他還稱移民進入法國是

“永久入侵”。這一言論當時就引起了

廣泛的爭議和批評。

檢察官辦公室表示，澤穆爾當時的

言論是“輕蔑、令人發指的”，對移民

群體表現出“暴力抵制和厭惡”，跨越

了“言論自由的邊界”。據此，檢察官

要求對其罰款1萬歐元。

1月17日，法庭宣布澤穆爾因這一

言論獲罪，但他本人並未出席去年11月

的庭審和1月17日的法庭判決現場。假

使澤穆爾拒不支付判定的10000歐元罰款

，他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他此案的辯

護律師奧利弗· 帕爾多（Oliver Pardo）則

表示，澤穆爾會對該判決發起上訴。澤

穆爾本人則于17日當天發布了一份聲明

，批評法庭的判決“愚蠢且帶有意識形

態”，並且與法國堅持的言論自由和民

主辯論精神相悖。

在這份聲明中，澤穆爾依然爲自己

當時的言論辯護，他宣稱，“真相是這

些所謂‘沒有父母陪伴的未成年人’實

際上既不是未成年人，也並不孤單。他

們常常與違法甚至犯罪活動有關。作爲

法國公民，我們必須爭取到談論這些問

題的權利。”

這並不是澤穆爾第一次被判煽動種

族仇恨。在過去的記者和政論作家生涯

中，他已經兩次被判這一罪名，原因都

是發表了類似的反移民或反伊斯蘭言論

。2011年，他曾公開聲稱，法國“大部

分的毒販都是非洲裔和阿拉伯裔”，

爲此他被罰款10000歐元；2018年，他

又試圖論證法國正面臨一場穆斯林的

“入侵”，法院判罰他支付 3000 歐元

罰款。

曾兩次被判煽動種族仇恨和歧視的

澤穆爾是一名猶太人。由于曆史原因，

二戰之後反猶主義在法國不再是一種可

行的政治選項，而隨著來自法國前殖民

地的大量移民的到來，反猶太主義在很

大程度上被反非洲人以及反阿拉伯人的

種族主義所取代。

澤穆爾堅稱“法國正在與伊斯蘭進

行一場宗教戰爭”，正在與非洲人和阿

拉伯人進行一場種族戰爭，而法國已經

落入下風，其主要城市的整個社區都被

“殖民”。因此現在必須讓法國的穆斯

林在伊斯蘭教和法國之間做出選擇，在

他宣揚的“世界觀”中，伊斯蘭教和法

國認同是從根本上互斥的。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這類種族主

義的政治聲音一直是極右翼的“國民陣

線”（Front national）黨——現已改名爲

“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黨的主要訴求。不過，在現任黨首勒龐

領導下，該黨試圖進入主流政黨的行列

，並在2002年和2017年兩次進入了第二

輪總統選舉。眼下，澤穆爾正試圖從右

翼包抄“國民聯盟”。

去年11月澤穆爾以戲劇性方式宣布

參選後，其支持率一度逼近20%，高于

其他候選人（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未正

式宣布參選），成爲馬克龍最具威脅的

挑戰者。但隨後他的支持率開始下滑，

目前約爲13%，位于右翼共和黨候選人

、巴黎大區議會主席佩克雷斯和勒龐之

後，但依然高于梅朗雄、綠黨領袖賈多

、巴黎市長伊達爾戈等左翼候選人。

看YouTube自學造飛機，還以小女兒的名字給飛機命名

綜合報導 Ashok今年38歲

，是一位訓練有素的飛行員。

他 和 35 歲 的 妻 子 Abhilasha

Dubey一直都想要一架四座飛

機載著兩個女兒出去飛行，因

此，他們決定自己動手造一架

飛機。

Ashok 飛到南非約翰內斯

堡訂購了一些與飛機配套的

零件，當零件在 2020 年 3 月

到達他家的時候，正好趕上

了疫情大封鎖。但是在封閉

期間，這家人沒有像其他家

人一樣做做美食，而是動手

造了一架飛機。

現在，這架飛機

終于完工，塗刷了時

髦的紅色和銀色的油

漆，並配有豪華座椅

和充足的腿部空間。

整個項目花費了15.5萬

英鎊（約合人民幣 134

萬元），Asho 說他們

本可以省下更多的錢

，但他們最後選擇了

最好的油漆和室內裝

飾。他們用兩個棚屋

和自己的家來存放飛

機的部分零部件，在

樓下客房裏還存放了一台大

型發電機。

造飛機的過程，Ashok 是

在看說明書的同時又看了You-

Tube視頻來學習，總共花費了

1500 個小時。下班後，Ashok

就跑到後花園裏，經常從3點

待到晚上 9 點，一直研究。

“我的女兒們非常喜歡這架飛

機，唯一的危險就是我的小女

兒，她只有1歲5個月，真害怕

她跑過去撞到飛機上。”

這架飛機以他們最小的女

兒命名，名爲G-DIYA但由于

許可證和相關規定，這架飛機

最早要到3月底才能起飛，但

他們的女兒已經迫不及待的要

乘坐這架自己父親做的第一架

飛機了。

烏克蘭要求德國提供武器來證明是“真正朋友”

德外長：不給
綜合報導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表

示，德國不會改變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

立場。去年 12 月，當貝爾伯克被問及是

否考慮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時，她回答說：

“進一步的軍事升級不會爲烏克蘭帶來更

多安全。”

正在基輔訪問的貝爾伯克在與烏

克蘭外長庫列巴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

會上說：“外交政策代表著我們有明

確的立場，幾個月前說的話沒有改變

，這不取決于我去哪裏訪問，鑒于武

器出口的相關政策，德國政府在武器

供應問題上的立場是衆所周知的，這

載入了我們的史冊，我們在會談中談

到了這一點。”

她繼續說道：“至于我們的曆史

責任，我想說，德國在支持烏克蘭安全

方面的貢獻是相當廣泛的、多邊的……我

們幫助烏克蘭建立了一座軍事流動醫院，

我們將盡一切努力防止這場危機進一步升

級，爲此會利用一切外交機會和最有效的

杠杆，來支持烏克蘭。”

據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

2021 年接受意大利《共和國報》采訪時

曾表示，德國阻止通過北約向烏克蘭供應

的反無人機和

反狙擊裝備。

他 當 時 稱 ：

“在戰爭的第

8 年，我們真

的 沒 有 權 利

使用它們嗎？

顯 然 ， 我 們

有。任何保衛

自己免受侵略

的民主國家都

應該有權獲得

這種防禦工具

，但恐懼仍然

在 一 些 首 都

盛行。”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稱，在德國

外長訪問烏克蘭前，烏克蘭駐德國大使安

德烈· 梅爾尼克表示，烏克蘭政府已要求

德國向其提供武器避免來自俄羅斯的“戰

爭威脅”，以證明德國是烏克蘭“真正的

朋友”。

梅爾尼克說：“烏克蘭人民深感失

望，現在證明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的關

鍵時刻已經到來。”他在向德新社發表

的評論中，將德國的立場稱爲“非常令

人沮喪和痛苦的”，並表示歐洲面臨著

“自1945年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巨大的戰

爭”的風險，還稱烏克蘭擁有“神聖的

自衛權”。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

萊士表示，英國已開始向烏克蘭提供反坦

克武器，用于該國保護自己免遭“潛在入

侵”。由於疫情導致的缺勤潮
阿根廷臨時就業增長了近40％

綜合報導 阿根廷和烏拉圭公司服務和質量部總監卡拉· 坎蒂薩尼表

示，由于冠狀病毒大流行導致的高缺勤率，加上休年假導致的缺席，爲

確保美食空間、商店和工業的正常運作，與上一年度相比，今年夏天臨

時就業人數增加了近 40% 。

卡拉· 坎蒂薩尼說：“將2022年頭幾周，我們參加的流程和需求量

與2021年同期相比，我們注意到顯著增長了約 39% 。”

根據坎蒂薩尼的說法，“在夏季，由于假期臨時就業人數增加是

一個現實，但此時它與該國不斷增長的陽性病例相結合，這就是爲

什麽在公司中出現健康許可證增加的原因，非常公司需要臨時員工

填補職位“。

坎蒂薩尼總結道，“所有在盈利水平良好的情況下押注于投資、靈

活運營、維持團隊生産力並繼續在市場上定位其服務和産品的公司，都

將成爲更多勞動力的推動者和需求者，可以預測2022年上半年就業出令

人鼓舞的情況。”

另一方面，該公司預測，在 2022 年期間，近十分之四的公

司將增加員工人數；一半 (50%) 承認他們將保持不變，12% 將

裁員。

在將增加人員的38% 的企業中（與上一年進行的調查相比增加了

12%），68% 表示將增加 10%左右的員工；18.5%表示將增加10% 到

20%的員工；11%企業將增加20% 到 30%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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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站被曝凍結管損傷
冷凍材料泄露4立方米
綜合報導 東京電力公司(東電)

宣布，福島第一核電站的部分凍土

擋水牆中，用于冷凍地基的凍結管

出現損傷，其中的冷媒液體泄露了4

立方米。東電稱，凍結管損傷未對

凍土擋水牆造成直接影響。

16日早上，東電工作人員發現

連接凍結管且裝有冷媒材料的蓄水

池水位低下。檢查後發現，核電站2、

3號機之間西側區域有冷媒液體的水

坑出現。工作人員隨即關閉閥門，

中止了14個凍結管的冷媒供應。東

電稱，關上閥門後，水位不再下降

，泄露程度約4立方米左右，“不會

對環境造成影響”。東電表示將繼

續進行調查，確認凍結管損傷情況

後再進行修補。

福島核電站西側地勢較高，先前

大量地下水自西向東流入反應堆所在

建築地下，繼而變成核汙染水。爲防

止核汙染水增加，東電在核電站1

至4號機組周邊建起一道凍土牆。

具體做法是，把凍結管以1米間距

埋入地下30米深處，注入冷凍材料

，利用冷凍機使其冷卻到零下30攝

氏度，從而將周圍地基凍住，阻斷

地下水。

有媒體指出，福島仍沒有擺脫

核事故的陰影，福島核電站的報廢

工作依舊舉步維艱。東電原計劃對

福島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堆安全殼

內部展開調查，但在准備階段就因

意外遇到技術故障而宣告暫停。東

電17日承認，纏繞機器人電纜的機

器很可能出現故障，電磁波影響了

傳送輻射量數據的系統。日媒去年

(2021年)11月還曝出消息稱，福島第

一核電站的凍土擋水牆可能局部融

化。東電調查發現，一段凍土牆附

近滲出地下水，可能導致溫度升高。

韓大選倒計時50天，選情撲朔迷離
綜合報導 據報道，雖然距離韓

國第20屆總統選舉僅剩50天，但由

于此次選舉出現多個不同于往屆大

選的特點，因此仍然勝負難料。

據韓聯社、《韓民族日報》報

道，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

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的支持率不相

上下，而國民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

秀支持率則逐步上升，形成“兩強

相爭，一人直追”的格局。值得注

意的是，李在明和尹錫悅的支持率

在短期內重複出現下降和反彈。這

兩名候選人都被爆出醜聞，中間層

和青年選民沒有具體支持對象，而

且不排除反對黨可能推出單一候選

人，諸多因素導致此次大選選情撲

朔迷離。此外，韓國前總統樸槿惠

將在2月初發表講話，這也將對大選

産生影響。《韓國日報》調侃稱，

大選前景可以用“什麽都不知道”

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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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20年泰國衛生部長阿努廷曾

簽署下發一份公告，該公告宣布將工業大麻及

食用性大麻的葉、莖、幹、根從第5類毒品名

單中剔除，用于醫療的毒品藥物不包含在第5

類毒品名單中等。近日，泰國因種植大麻是否

違法問題在社會上引發爭議。

1月17日，泰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秘

書長威提在提及大麻法相關進展時透露，目前

工業大麻與食用性大麻已從毒品名單中剔除，

但一切都需要按照法律程序有序推進，而第一

步就是要根據法律規定擬出毒品名稱。1月17

日，食藥監局秘書長派讪便組織召開會議，就

擬定毒品名稱等事宜進行商議。

威提表示，本次會議同意了嚴格管控工業

大麻與食用性大麻所有類型提取物的建議，同

意通過了衛生部“有關明確第5類毒品名稱”

的草案，規定工業大麻及食用性大麻提取物仍

屬于第5類毒品（國內允許種植、四氫大麻酚

含量低于0.2%的工業及食用性大麻提取物以及

大麻種子提取物除外）。這就意味著，大麻將

不再列入毒品名單，只有大麻提取物屬于第5

類毒品，此舉也是爲了方便民衆種植大麻。威

提還表示，接下來他們將在1月19日的相關會

議上向毒品管制委員會提出建議，之後衛生部

將向麻醉品管制局提交上述草案，若草案通過

他們將提交至衛生部長阿努廷處審核簽字，以

下發實施。

岸田文雄對華政策兩面性！
高舉理想旗幟，與拜登21日視頻會談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國會上

發表了演說，這是他自就任以來首次關于

施政方針的演說，一方面是爲了強調日本

和美國同盟關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爲

了傳達其“新時代現實主義的外交”。

要知道，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岸田文

雄表示希望可以和中國發展穩定和諧的關

系；也對河美國的關系進行的強調。日本

共同社對岸田文雄此方面的演說進行了評

價，表示，岸田所述的想法，可以充分表

明其考慮到了平衡。

要知道，岸田文雄雖然是一位反華的

首相，但是上任之後並沒有像安倍晉三一

樣將反華作爲第一步外交。而是，在穩固

和美國之間同盟關系的同時，發展中國。

此次日本國會是在1月17日的時候開

幕，將一直持續5個月，到6月15日結束

。所以，岸田文雄在當日就發表了自己的

施政方針。當地媒體發布了岸田的詳細演

說內容，根據其內容可以看出，關于外交

的篇幅僅在第八部分。這一次演說的重點

是在抗擊新冠疫情以及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帶來的文海這兩方面。

關于外交方面，岸田文雄表示，這一

年對于日本來講是很重要且嚴峻的；並且

，目前國際形勢也是非常的複雜，在這種

形式下也是對日本外交的考驗。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岸田文雄希

望自己可以做好帶頭作用，首先高舉理想

的旗幟，帶領國際或是做好表率，共同面

對現實，發展國內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

交”。其實換句話，這種外交是建立在利

益之下的，可以在利益之下暫時將反華的

情緒擱置一邊，以國家發展爲主要目的。

有媒體表示，岸田文雄和拜登將在本

月21日的時候舉行視頻談話，這也將是岸

田文雄和拜登之間最長的會談。並且，岸

田強調，希望可以和拜登盡早談話，因爲

想要就日美同盟的威懾力和應對力進行探

討，特別是在外交和安全等方面。

並且，還會對台灣問題進行探討。一

些日本的政客經常在台海問題上打擦邊球

，不斷在中國紅線來回觸碰。如果現在兩

國之間會對此進行探討，那麽，如果最終

的結果是堅持幹涉台海問題，那麽這對于

中日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危險訊號。

由此可以看出，日方在外交上更多的

是希望美國政府可以給出意見，讓其安心

，而不是處于自己的意願去外交，還是將

美國的感受放置了第一位，畢竟是自己的

“大哥”。

近段時間，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亞總理

莫裏森之間關系密切了一些，作爲美國的

同盟國。兩人宣布將日澳“特殊戰略夥伴

關系”作爲重點，提升到新一階段。

同時，還對兩國之間默契合作表達了

贊賞稱，將會和本國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國

家共同合作，攜手內閣第一助手共同解決

棘手的人權問題。

但是，岸田所提及的內閣第一助手是

中谷元，之前就被媒體爆出曾對中國的人

權政策大肆批評，可見，改爲助手對于中

國並不是很友好，但不知道目前來講，具

體情況會是什麽樣。

由此可見，岸田政府在對華的態度上

以及處理對話問題上的兩面性，一邊希望

可以和中國保持良好且穩定的關系，一方

面和其他國家聯手，試圖抗衡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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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足跡——陽原縣泥河灣
考古遺址公園

被譽為人類最早的踏足地和人

類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充分體現

中華民族祖先繁衍生息、創造文化、

點燃人類文明火花的恢弘歷程。

走向振興——張北縣德勝村

2017年1月24日，習近平總書

記踏着皚皚白雪來到該村，與基層

幹部群眾一起算扶貧賬、謀脫貧

計。德勝村遵照總書記指示，形成

了鄉村振興新格局。

城市軌跡——張家口工業文
化主題公園

京張鐵路是中國人自主設計

施工的第一條鐵路。公園講述了

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鐵路故事。

激情冰雪——崇禮富龍滑雪場

崇禮區最早建設的滑雪場之一，

被河北省冬奧辦確定為冬奧冰雪訓練

基地，印證了“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

運動”的發展歷程和巨大成果。

大好河山——張家口大境門遺址

張家口地標性古建築，是長城沿

線民族友好交融的見證。“大好河山”

題刻展示了中華大地的錦繡壯美，展現

張家口和中國人民的誠摯邀請。

張家口賽區

民族之脊——八達嶺長城

萬里長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明長城

的一個隘口，為居庸關的重要前哨。以其

宏偉的景觀、完善的設施和深厚的文化歷

史內涵而著稱於世。

大眾冰雪——世界葡萄博覽園

集葡萄品種展示、觀賞採摘、生態體

驗、景區遊覽、科普教育等功能於一體，體

現奧林匹克精神包容、融合、共享的特點。

延慶賽區

華夏園囿——頤和園

中國清朝時期皇家園林，被譽為“皇家

園林博物館”，體現古都風貌和世界文化

遺產的魅力，展示北京深厚的歷史文化底

蘊。

古今通衢——大運河森林公園

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包含隋唐

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大運河、元朝

大運河等組成）一部分，是北京暢聯國際

的重要標誌。

冰雪秀帶——北京冬奧公園

緊鄰北京冬奧組委和首鋼滑雪大跳

台，將布設15件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

殘奧會向全球公開徵集的雕塑藝術品，營

造富有綠色活力的“城市森林”。

1 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京賽區）

2 北京冬奧公園（北京賽區）

3 延慶八達嶺長城（延慶賽區）

4 世界葡萄博覽園（延慶賽區）

5 陽原泥河灣考古遺址公園（張家口賽區）

6 張北縣德勝村（張家口賽區）

7 張家口工業文化主題公園（張家口賽區）

8 崇禮富龍滑雪場（張家口賽區）

9大境門遺址（張家口賽區）

10 頤和園（北京賽區）

11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京賽區）

12 大運河森林公園（北京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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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會火炬傳遞路線（2月2至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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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水下傳聖火 奧運首次
冬奧火炬傳遞將途經長城頤和園 逾20國家和地區國際友人參與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馬曉
芳北京報道）據
北京冬奧組委透露，
北京冬奧火炬傳遞期間
冬奧組委官方微信視頻號
將發起活動，並通過微博、抖
音、快手、B站四個分平台進行宣
傳推廣，民眾參與互動可獲得官
方電子證書，成為“火炬網絡護
跑手”。該活動預計在1月23日
上線啟動，全程13天。

在以往奧運火炬傳遞過程
中，火炬護跑手將為火炬手，特
別是為火炬手的殘疾人士傳遞聖
火提供支持，並在必要時幫助火
炬手完成傳遞任務。但因為疫情
原因，此番北京冬奧火炬傳遞無
法實現民眾大範圍參與，為滿足
民眾參與冬奧熱情，北京冬奧組
委特制定了火炬網絡傳遞。

上述平台用戶可通過在線參
加冬奧知識問答、製作分享冰雪
運動短視頻、參與火炬傳遞話題
互動等方式，獲得具有唯一編號
的官方電子證書，成為“火炬網
絡護跑手”。

公
眾
可
當
﹁火
炬
網
絡
護
跑
手
﹂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火炬傳遞路線共包
括11個閉環外的封閉傳遞區域，和1個

閉環內的獨立傳遞區域。其中北京賽區設4
個點位，延慶賽區設2個點位，張家口賽區
設5個點位，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點位將
經過兩次。火炬傳遞將經過八達嶺長城、張
家口陽原泥河灣考古遺址公園、頤和園、大
運河森林公園等景點。來自奧林匹克大家庭
的約50名火炬手將在2月4日奧森公園場完
成閉環內傳遞。

火炬手最大86歲最小14歲
北京冬奧會火炬手共1,200名左右，冬殘

奧會火炬手共600名左右。北京冬殘奧會火
炬接力將於3月2日至4日進行。其中火種匯
集儀式3月2日下午在天壇公園舉行，來自英
國曼德維爾，以及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個
賽區共9處城市火種匯集成本屆冬殘奧會的
官方火種。火種匯集儀式後，火炬傳遞將在

天壇公園、張家口市民廣場、崇禮太舞滑雪
場、蔚縣暖泉古鎮、懷來官廳水庫濕地公園
和北京世園公園、北京市殘疾人文化體育指
導中心、中國殘疾人體育運動管理中心和北
京冬奧組委駐地進行。

火炬手來自各行各業，大部分是扎根生產
和工作一線、作出突出貢獻的“不平凡的普通
人”。火炬手年齡最大86歲、最小14歲，獲
得省部級以上榮譽的佔53%，生產和工作一線
代表佔57%。火炬手除中國公民外，還有來自
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友人。

北京冬奧組委相關負責人透露，本次火
炬傳遞的一大亮點是把機械人和自動駕駛等
具有廣泛應用前景、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技
術，融入到傳遞場景中。計劃2月2日下午，
在北京冬奧公園永定河畔舉行水陸兩棲和水
下變結構機械人水下火炬傳遞活動，這將是
奧運歷史上第一次機械人與機械人之間在水
下進行火炬傳遞。當天下午首鋼園內自動駕

駛汽車將按照既定路線完成一次火炬傳遞。
北京冬奧組委副秘書長徐志軍介紹，把

“機械人”和“自動駕駛”納入火炬傳遞路
線，是希望提升公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對相關
技術的興趣，倡導“科技改變生活”，推動相
關產業的普及發展，達到“惠民”目的。

聯大主席將來華擔火炬手
此外，當地時間20日，第76屆聯合國大

會主席沙希德辦公室發言人正式宣布，應國際
奧委會邀請，沙希德將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
並參與火炬傳遞。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歡迎沙希
德來華出席北京冬奧會並擔任火炬手。

趙立堅介紹稱，近期包括聯合國、國際
奧委會在內的國際組織和世界多國人士紛紛
表達對北京冬奧會的支持和期待，反對將體
育運動政治化，充分表達了國際社會“一起
向未來”的共同心願。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馬

曉 芳 北 京 報

道）北京冬奧

組委21日發布

北 京 2022 年

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火炬傳遞線路，公布三

個賽區火炬傳遞的11個點位。按計劃，北

京冬奧會火炬傳遞將於2月2至4日在北

京、延慶、張家口三個賽區進行，參與的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火炬手共1,800名左

右，包括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友

人。屆時，機械人和自動駕駛汽車也會參

與其中，將實現奧運歷史上首次機械人水

下火炬傳遞。

中軸神韻——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

第一個全面採用生態節能建築技術的大型城市公園，

體現綠色冬奧理念，是古都歷史文化和奧林匹克精神在北

京中軸線上的交匯。

������

火炬傳遞點位特色
北京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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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邨逸葵樓疫情大爆發。逸葵樓21日再有6人確

診，另10人初步確診，令染疫人數增至20人，疫情更

有蔓延至附近其他住宅的趨勢。特區政府21日傍晚6時

起首次採用原址圍封檢疫的方式，圍封逸葵樓5天，以

在變種病毒Omicron的3至5天潛伏期內盡可能找到更

多患者，截斷傳播鏈。不過，遊走大廈不同層數的保安

員及清潔工卻只須強制檢測，毋須禁足，有專家認為

特區政府的圍封安排太遲，而保安及清潔工只須

強檢亦令人無法理解，建議將他們送往檢

疫中心檢疫，以減低社區傳播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專家：保安員清潔工應隔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巴基斯坦裔婦人
群組繼續擴大，葵涌邨逸葵樓更出現超級傳播。居
於映葵樓、任職逸葵樓的一名清潔工人，及一名曾
到訪映葵樓探望祖母的2歲小童初步確診，意味傳
播鏈或已蔓延至同邨其他大廈。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1日在

疫情記者會表示，截至21日已有約20名逸葵樓住
客、訪客及工作人員受感染，包括在深圳檢疫期間
確診女子，分布在12個樓層共13個單位，涉及1、
4、7、11、14、15、16、20、25號共 9個坐向單
位。一名確診者在逸葵樓任替工保安，首晚圍封強
檢時在逸葵樓當值，居於青衣長安邨安濤樓。

2歲小童探祖母初陽
逸葵樓的傳播更蔓延至同邨其他大廈，一名居

於附近映葵樓14樓的逸葵樓清潔工亦初步確診。一
名居於荃灣綠楊新邨、曾多次到訪映葵樓探訪祖母
的2歲小童亦初步確診，祖母的單位與清潔工同
層。小童的家人已被送往檢疫中心。
張竹君表示，兩人的單位並非相連，但距離不

遠，雙方如何感染需作進一步調查，而映葵樓居民
需接受強制檢測。
目前，綠葵樓及芊葵樓暫時沒有直接傳染，未見

有居民確診。

逸葵疫情蔓延至映葵

首圍封居家檢疫
逸葵居民禁足55天

巴裔婦人（#13045）在短短12天內引爆多條
傳播鏈。她的丈夫（#13064）本月13日、

即婦人歸家後3天，前往香港葵涌邨逸葵樓、綠葵
樓及芊葵樓的垃圾房拾荒。香港特區21日新增24
宗確診個案，18宗屬本地感染，初步陽性個案超
過20宗；其中逸葵樓21日再有6人確診，另有10
人初步確診，令染疫人數增至20人，附近的映葵

樓亦出現兩個初步確診個案。

清潔工是超級傳播者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21日表示，逸

葵樓爆疫源頭為感染Omicron病毒的巴裔婦人的
丈夫，該男子曾到葵涌邨多幢大廈拾荒，但沒有
進入大廈，相信並非由他直接感染大廈居民。本
月13日該男子在逸葵樓垃圾房檢取物資時，與清
潔工有接觸，相信將病毒傳給對方；而清潔工則
在各樓層清理垃圾，其間接觸出入住客，為超級
傳播者，令多名住客染疫。

他估計超級傳播者本月16日至18日的病毒最
具傳染性，與其接觸過的居民將陸續發病，而
Omicron潛伏期約3至5天，本月19日圍封強檢已
發現部分個案，預計有其他個案仍在潛伏期中，
圍封期間將找到更多受感染人士。

一日一檢 行動升級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1日晚在記者

會宣布，決定發出限制與檢測宣告，進行5天圍封
檢測，行動由21日晚6時延續至下周三（26日）
早上，“感染群組涉及超級傳播，有極高風險，

有必要採取果斷行動，避免病毒進一步擴散。”
去年1月曾圍封佐敦爆疫區域兩天強檢，今次

則首次圍封疫廈5天且一日一檢。陳肇始表示，特
區政府會設臨時採樣站，居民須每日檢測，並要
留在家中減少交叉感染機會，行動不便人士和長
者會獲安排上門採樣。

她促請居民不要搬離住所，若21日晚仍在上
班，亦要如常回家接受檢測，並呼籲僱主諒解員
工情況，不要扣減薪金。至於過去兩周曾到逸葵
樓逾兩小時人士，則須按強檢公告由21日至下月7
日檢測6次。

被問到為何不安排居民撤離往檢疫中心，她
解釋，若疫廈有喉管等結構性問題，出現垂直傳
播風險才須撤離，但逸葵樓多宗個案遍布不同樓
層和坐向的單位，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與不同部
門20日晚視察後，亦認為不存在樓宇結構的環境
因素，故毋須撤離居民，“就算檢疫設施足夠，
今次情況都覺得原址圍封強檢是最適合的。”

針對有人質疑至21日晚才圍封5天是太遲，
陳肇始否認行動慢，指在發現首宗個案時，大廈
已於本月19日首次圍封強檢，在發現更多個案
後，政府20日晚即安排袁國勇到場進行風險評

估，當時已決定連續3天強檢，現在是進一步將行
動升級。徐樂堅補充，21日雖仍有居民外出，但
已完成強檢並有陰性結果。

倡上門檢測 降風險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逸葵樓出現3宗個案時已顯示有疫情爆發，
但特區政府單靠居民一次陰性檢測結果就讓其外
出，措施是“過於鬆散”，易令病毒傳至其他社
區。當時便應圍封大廈3天，再視乎疫情發展而延
長，認為21日晚才圍封是太遲，錯過適當時機。

對曾在逸葵樓工作的保安員及清潔工只須強
檢，梁子超直言無法理解，指他們在大廈各處工
作，接觸不少居民，受感染可能性更大，應送往
檢疫中心檢疫，且涉及人數不多，處理上應無問
題。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緯遜也認
為，由於保安員和清潔工也會在染疫大廈出現，
風險與居民相同，理應接受檢疫，以免令病毒在
他們的社區散播。至於讓居民一起下樓接受檢測
有一定潛在風險，如情況許可宜安排人手上門進
行，否則也必須分批進行，以免因此出現傳播。

未圍封前居民自出自入
逸葵樓爆疫驚動全港，惟不少居民21日上

午下午仍可自由出入，有可能將病毒傳播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21日上午到逸葵樓直擊，除了
檢測站一直大排長龍外，亦看到不少居民離開
屋邨上班上學及購買日用品。不少受訪市民21
日上午對自己是否仍須接受強檢也不清楚，批
評特區政府安排混亂、指示不清。

在逸葵樓對出球場，21日上午已有大批居
民排隊輪候第二天檢測，有居民指整個過程需
時45分鐘。中午，輪候人流愈來愈多，有居民
索性待較少人時才再回頭輪候。

現場所見，部分居民加強了防疫裝備，例
如戴上手套、面罩、N95

口 罩 或 兩 個 口 罩
等。

由於香港特區
政府21日白天並無
強 制 居 民 不 能 外
出，亦無派人檢查
他們是否有檢測結果
陰性證明，而是讓他們
可自由出入社區，就連部

分居民也不明所以，直言做法“並不理想”。
居於逸葵樓的吳小姐21日便到荃灣購買數

日的食物及日用品，再乘的士回家。她說：
“好誇張！我住那座有這麼多確診個案，當然
是既擔心又不開心，所以出入時都佩戴了兩年
前購入的N95口罩，平時都是用一般外科口罩
的。”她又批評特區政府的指示不清，令居民
不太清楚應何時接受強檢。

從事替更保安員的黃先生表示，原本21日
要上班，但由於要等待陰性證明，不能上班，
日薪制的他損失了600港元，又認為特區政府沒
有派員在大廈外監測，讓逸葵樓居民可自出自入
不太理想。

“令人好奇怪，是否因為人手不足呢？這條
邨有咁多層樓、咁多座，大家共用升降機與樓
梯，都不知誰人染疫，應該有陰性才可以離開會
比較安全，現時人心惶惶。”

回來檢測不成又返工
他又批評有關指示不清︰“我原本以為（21

日）晚上才要接受檢測，結果是早上落街買東西
才發現有得做。”

另一名黃先生21
日則如常到葵芳
上班，中午過後
聽聞要檢測才匆
匆趕回逸葵樓，
“又唔知檢測站
何時關門，我5
時才下班驚趕唔
切，打去香港房
屋署問安排又叫
我上網睇，安排
十分混亂！”

但當他看見檢測站有長長人龍，又問清楚
是8時關門後，決定繼續上班，下班才再回來
檢測。

有中六學生則於下課後才回家接受檢測。
他說，同一棟大廈有這麼多人確診，令未曾接
種疫苗、之前連檢測也未做過的他感到病毒終
“殺到埋身”，但由於其所住樓層暫無人確
診，故他認為做足安全措施也不用太擔心，但
他認為讓居民自由出入存在漏洞，故不反對圍
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日間外出
的逸葵樓居民

入夜後陸續回家
接受隔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吳小姐

●●葵芳上班的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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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學模型預測未來幾週美國醫學模型預測未來幾週
將面臨一波將面臨一波OmicronOmicron死亡浪潮死亡浪潮

美國航空公司警告美國航空公司警告AT&TAT&T和和VerizonVerizon
的的55GG服務將引起航空危機服務將引起航空危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與日航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與日航1818日晚間宣布日晚間宣布，，由由
於波音於波音（（BoeingBoeing））通知旗下通知旗下777777型號飛機可能型號飛機可能
受到美國受到美國55GG訊號影響訊號影響，，將取消日本將取消日本、、美國之美國之
間的部份航班間的部份航班，，取消的航線包括從東京成田機取消的航線包括從東京成田機
場及羽田機場飛往洛杉磯場及羽田機場飛往洛杉磯、、紐約紐約、、芝加哥等主芝加哥等主
要城市的要城市的2020個班次個班次，，包括客機和貨機各包括客機和貨機各1010班班

，，影響旅客約影響旅客約650650人人。。

美國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達美航空公司達美航空公司、、聯合聯合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和其他航空西南航空公司和其他航空
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警告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警告說，，潛在的干潛在的干
擾可能會影響敏感的飛機儀器擾可能會影響敏感的飛機儀器，，例如例如
高度計高度計，，並嚴重阻礙低能見度操作並嚴重阻礙低能見度操作。。

美國主要客運和貨運航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週一美國主要客運和貨運航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週一
警告稱警告稱，，AT&TAT&T和和VerizonVerizon部署的部署的55GG服務服務，，將發將發

生災難性的航空危機生災難性的航空危機。。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FAA））昨天表示昨天表示，，已批准部分已批准部分
轉頻器在轉頻器在55GG部署範圍內安全運作部署範圍內安全運作，，在在8888個受個受CC頻頻
段直接影響最大的機場中段直接影響最大的機場中，，開放開放55GG在多達在多達4848個機個機

場範圍內運作場範圍內運作。。

護士護士 Estella WilmarthEstella Wilmarth在西雅圖港景醫在西雅圖港景醫
療中心照顧一名病人療中心照顧一名病人。。

自自1111月中旬以來月中旬以來，，美國每日新增新冠美國每日新增新冠
病毒死亡人數的病毒死亡人數的77天滾動平均值一直呈天滾動平均值一直呈
上升趨勢上升趨勢，，在在11月月1717日達到近日達到近11,,700700人人
，，仍低於仍低於20212021年年11月的峰值月的峰值33,,300300人人。。

在受嚴重感染的紐約市在受嚴重感染的紐約市，，紐約市地紐約市地
鐵站台上的一種新冠病毒疫苗增強鐵站台上的一種新冠病毒疫苗增強

注射廣告注射廣告。。

11月月1212日日，，在俄克拉荷馬州肖尼在俄克拉荷馬州肖尼，，一名一名
護理人員將一張嬰兒床搬進了一名新冠護理人員將一張嬰兒床搬進了一名新冠

肺炎患者的家中肺炎患者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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