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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莫斯科21日綜合外電報導）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表
示，蒲亭總統今天透過電話告訴法、德2國領導人，他即將簽
署行政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2個分離共和國是獨立實體。媒
體也報導，蒲亭將發表電視談話。

克宮表示， 「在最近的未來，總統計畫簽署這道命令」 ；
並說，法國總統馬克宏和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都在與
蒲亭的電話交談中，對此決定 「表示失望」 。

在蒲亭今天與安全官員開會並宣稱 「今天」 就會決定是否
承認烏東頓內茨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Lugansk）共和國
的獨立地位後不久，國營新聞頻道俄羅斯24（Rossiya－24）
報導，蒲亭將發表電視談話。

俄羅斯24的畫面出現了一個標題： 「快報，蒲亭即將發表
談話。」

因應此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表示，他已召開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會議，並與馬克宏和蕭
茲舉行了緊急會談。

俄羅斯承認烏東俄羅斯承認烏東22共和國獨立共和國獨立 為入侵鋪路為入侵鋪路
（（路透社路透社））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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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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Saturday many friends and former
students attended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Mrs. Doris Yen in Houston, Texas.
Reverend Peter Leong said in the
ceremony that, “She had been received
into Heaven. Don’t be sad. We want to
celebrate her life.”

Mrs. Doris K. Yen arrived in Taiwan in
early 1948 from Shanghai. She once
taught chemistry in many famous high
schools in Taipei. A lot of her students
became the elite of society.

After she retired, she moved to Texas to
join her family and still participated many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spent very good
times with her grandkids.

Today thousands of her students live all
around the world. Most of them are very
successful people. When we look back at
our history, all of us really need to
appreciate Mrs. Yen and many teachers
for their lifetime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Her daughter, Carol Ma represented the
whole family and thanked all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helping her mother. She
also mentioned my wife Catherine who
brought her mother to visit a doctor one
time in the past. Actually, Mrs. Yen was
my-mother-in-law’s old friend in Taipei.

In her 102-year journey, Mrs. Yen already
has had a ful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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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Goodbye ToSay Goodbye To
Mrs. Doris K. YenMrs. Doris K. Yen

上週六參加了嚴金佩珍老師的
告別儀式，在梁德舜牧師之主禮
下，眾多親朋好友及其學生在莊
嚴的樂聲中，以《奇異恩典》《
聖歌》送走了享年一百零二歲的金
老師，梁牧師說她已被接到了天
堂，大家不要悲傷，我們要慶祝
金老師一生不平凡的経歷。

金老師早在一九四八年到了台
灣，她曾經在台北一女、衛理等
名校教授化學，二十五年，她教
過的學生無數，許多更成為社會
之精英，可謂桃李滿天下，退休
之後移居美國，教育子女成才，
並時時參加僑社公益活動，並享
盡天倫之樂。

自從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八年退
守台灣以來，就如金老師這批教
育精英份子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熱

發光，在她們身上散發的那股光
夏文化之氣息，造就了無數國家
棟樑，金老師代表了中華民族最
优秀的一面。

今天，放眼看去，這些無論
是在社會上出人头地或事業有成的
後輩，必須以感恩之心，向金老
師們這一代的老師們致敬。

金老師的長女嚴崇芳女士在喪
禮中向所有幫助過和愛過她的親朋
好友致謝，她還特別提起內人朱
勤勤女士帶著金老師看病的往事
，事實上她和岳母湯冷女士是台
北教育界的舊識好友，到美國休
斯敦又再重逢。

如今金老師走過了上百年的歲
月，也正說明是一個大時代的結
束。

向金老師告別向金老師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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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擬放寬入境防疫限製
若滿足條件可免除隔離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

擬從 3 月起放寬邊境口

岸的防疫對策，若滿足

條件，隔離時間可縮短

至 3天甚至免除隔離。此

外，日本政府擬把單日入

境人數上限從目前的3500

人放寬至5000人，並已展

開協調。

報道稱，進入日本的

外國人，若滿足入境前所

在國家和地區疫情穩定、

入境時檢測呈陰性等條件

，隔離時間或由7天縮短

爲3天，在此基礎上，若

已接種3劑新冠疫苗，則

可取消隔離期。

2月 15日，日本累計

新冠確診病例數超過 400

萬，單日新增新冠確診已

超8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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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通報，過去24

小時新增1646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

27例死亡病例。新增病例創下5個多月

以來的單日最高水平。

近一段時間，泰國新冠確診病例不

斷上升。自2020年初疫情暴發至今，泰

國累計確診病例達2639062例，累計死

亡病例22516例。

首都曼谷當天確診病例2891例，仍

居全國首位。今年以來，曼谷累計確診

病例已接近6.3萬例。

曼谷市市長阿薩雲當天率員視察當

地一家社區隔離中心(候診中心)，他表

示，市政府已要求全市各區增設社區隔

離中心，以應對感染病例可能激增的情

況。

他說，社區隔離中心收治輕症感

染者，可有效減輕一線醫院的醫療負

擔。重症患者則可以轉去正規醫院診

治。

曼谷現有 27 個正在運營的社區

隔離中心，共有 3481 張床位。阿薩

雲表示，將盡快再增加 13 個社區隔

離中心，屆時提供的總床位將超過

4900張。

數據顯示，截至 15 日，泰國累

計接種新冠疫苗超過 1.2 億劑，其中

首劑接種率爲 76%，第二劑接種率

爲 70.9%，第三劑接種率也已超過

26%。

印軍為何迫切需要高價美式武器？
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今年的印度共

和國日閱兵式上，印軍士兵們穿著嶄新

的制服，手持最新式的SiG 716步槍，

而頭頂上的“阿帕奇”直升機，裝備著

標志性的雷達呼嘯而過。

文章稱，在安達曼群島的某個地方，

“羅密歐”直升機和P8I反潛機在協同飛行

，而在冰冷的喜馬拉雅山高地上，印度

陸軍在 4570 米的高海拔地區，用 AN/

TPQ-37“火力發現者”火炮偵察雷達，

監視著巴基斯坦方向的開火情況。

文章指出，所有這些武器裝備都有

一個共同點——都是美國制造的。美國

現在已經成爲僅次于俄羅斯的印度第二

大武器系統供應商，印度現在越來越指

望美國來保護自己。

文章稱，2010年至2020年間，印度

從美國購買了價值約250億美元的武器

。2022年的武器采購清單上還有很多。

拜登政府最近向美國國會通報了可能向

印度出售超過25億美元武器的意向。

文章指出，印度現在對購買美國武

器裝備采取了三管齊下的策略。

首先是質量重于數量。美國可以提供比

世界上其他地方技術含量更高的硬件，但這

樣成本就很高。這意味著，與過去印度在尋

求從美國獲得武器時依賴數量龐大、價格

低廉的武器不同，現在更追求質量。其目

標是擁有用于特定用途的武器系統，並具

有印度對手難以對抗的技術能力。

用于特種作戰的30架MQ-9無人機

（價值30億美元）和C-130J“超級大力

神”運輸機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它們都

是同類産品中最好的，而且都是限量購買

的。印度的長期目標是將這些設備與國産

設備相兼容，以便大量制造和購買。

從美國購買武器的第二個方面是確

保備件供應和作戰可用性。一位參與該

過程的資深人士私下對印媒說：“印度

的問題不是硬件問題。我們擁有先進的

軍事裝備，但它們在實際作戰中的可用

性，尤其是采購自俄羅斯的裝備，並無

法得到確切的保證。雖然美國的現役裝

備成本要高得多，但其作戰准備和備件

可用性意味著在短時間內實時部署的可

靠性要高得多。在印度同時面對巴基斯

坦和中國時，可操作性是很關鍵的。”

第三個維度是技術層面。印度正在尋找

讓其軍隊從美國已經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

他地方的戰爭中使用過的系統中獲得優勢。

印媒宣稱，像P8I反潛機這樣的系

統很重要。中國非常清楚，它是反潛飛

機中最好的一種。同樣，M777輕型榴彈

炮在複雜地形中也有存在感。

印第安納大學傑出政治學教授Sumit

Ganguly在接受《歐亞時報》采訪時說，

他曾就印美防務關系撰寫過大量文章，

“印度獲得的大部分美國武器都屬于能提

供高技術能力的範疇，質量和技術生態系

統相結合，爲印度提供了戰鬥優勢。”

文章稱，總的來說，印美防務關系

仍然是事務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在

兩國對共同的未來達成戰略共識之前，

印度在國際關系中的高度自主，以及采

購俄羅斯S-400導彈防禦系統等問題仍將

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已退休的印軍高官RK Sharma總結

道：“過去20年來發展起來的印美防務

關系爲滿足印度的關鍵防務需求做出了

重大貢獻。現在，我們尤其需要能夠融

入印度制造計劃的武器系統。”

換言之，這種關系需要的是超越交

易。它需要更多的聯合武器開發項目。

印美沒有一個類似的“布拉莫斯導彈聯

合開發項目”可以向第三國出口。因此

，這種關系仍在持續建立中。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腳勁在北京腳勁在北京--20222022 年冬奧會落下帷幕青史留名年冬奧會落下帷幕青史留名】】

（綜合報道）由
於勞資問題，澳大
利亞最大城市悉尼
的鐵路工人21日舉

行大罷工，導致當地數万通勤者無法上班。隨著大選的臨
近，澳總理莫里森抓住這一機會向工黨開砲。

澳總理21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是工黨鼓勵工人罷工
，以此鞏固該黨的票倉。他表示，澳大利亞週一打開國門
歡迎外國旅遊者，而澳工會卻用大罷工來歡迎他們。莫里
森稱，悉尼鐵路交通中斷，讓民眾知道工黨能給國家帶來
什麼。週一晚些時候，這名澳領導人又在一場記者招待會
上要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工黨贏得大選，該黨會怎麼做。
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莫里森將在未來幾周繼續將工黨與
罷工事件聯繫起來。

看到莫里森這麼賣力“吆喝”，其他澳政府官員自然
也不能閒著。 《布里斯班時報》稱，澳勞資關係部長卡什
對工黨領袖阿爾巴尼斯喊話說：“你要是真站在澳大利亞
老百姓這一邊，就該站出來跟你的工會伙計們鬥，對此次

罷工進行譴責。”卡什的副手斯托克則表示，工黨和澳鐵
路工會串通，在澳大利亞重新開放邊境的第一天鬧罷工，
這明擺著是敗壞澳國際聲譽，極其卑鄙！

針對莫里森政府的言論，澳鐵路工會立馬開始狠懟。
工會方面首先澄清事件真相，說工會根本就沒要求會員罷
工，有限的鬥爭措施都是針對鐵路部門管理層的，但周一
早上鐵路工人去上班，卻發現自己被鎖在工作場所外面，
所謂“罷工”完全是政府栽贓陷害！工會高層還痛批莫里
森政府說，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澳政府假惺惺地說一線工
人“至關重要”，可在聯邦議會選舉前卻把工人當“政治
皮球”一樣踢開。

工黨勞資關係發言人則示，莫里森政府一貫喜歡撒謊
，時不時就搞“政治楔子”挑撥離間。顯然，工黨說這話
並不單指悉尼鐵路工人罷工這一件事，而是指莫里森政府
善於編造各種理由抹黑政敵。據《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
報導，澳工會一名負責人曾在網絡會議上對澳美英搞三邊
安全夥伴關係並採購核潛艇頗有微詞，莫里森則順勢譴責
工會及其“背後的工黨”威脅國家安全。

澳總理借罷工問題攻擊反對黨澳總理借罷工問題攻擊反對黨

在新冠疫情與烏俄危機雙重威脅下, 2022年冬奧會經過了16天109個項目的角逐競技後
圓滿落下帷幕,北京做為主辦這次大會的地主城市，克服了一切外來困難,順利達成任務和使命
,必將青史留名,在奧林匹克運動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讓我們再一次向北京歡呼喝采!

這次大會適逢國際情勢詭譎多端,美國早從去年起就私下聯合英、加、印、澳與歐盟等國
企圖以人權問題向中國發難，幸未得逞, 使比賽能夠順利的進行，從開幕式到閉幕式北京都相
當低調,一直強調冰雪的主題，鳥巢體育館中央舞臺由11600平方米的LED屏幕組成，旨在整
個儀式中模仿“水晶透明的冰面”。

這次奧會俄羅斯花式滑冰小天后瓦莉娃精有彩絕倫的表現,成為世界第一個完成四周跳的
女子,但後來卻被檢驗出違禁物質呈陽性的醜聞玷污了奧運會,這已不是俄羅斯第一次在體育比
賽中作弊,國際奧委會應嚴肅處置, 否則奧委會就失去公平競爭原則。

今年冬奧以挪威表現最佳,在金牌數與總牌數上都名列前茅，總共獲得37枚獎牌，其中
包括16枚金牌。德國以12金、10銀與5銅居次,東道主中國共獲得15枚獎牌，其中包括9金
、4銀與2銅,居第三名,美國以25枚獎牌(8金，10銀，7銅)結束奧運會, 所以冬奧的世界新4
強是--挪、德、中、美。

奧運會是超乎政治的,宗旨不僅是體育競賽，更讓世界藉著競賽交流以達到和諧團結目的,
所以奧林匹克的藍、黃、黑、綠、紅五種不同顏色的圓環圖案相連代表的就是歐、亞、美、
非、澳五大洲團結，在這一次比賽期間最難能可貴的是各國暫時擱置政治分歧，通過體育團
結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去年”在一起”這個詞被添加到傳統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
強”之中。

由於奧運本身所蘊含的和平與競爭精神內涵，所以當有人成功時，我們慶祝他們的勝利,
當有人摔倒時，我們伸出援助之手,因為當我們團結在一起時，我們會變得更強大,所以本屆冬
奧會，讓我們慶祝了奧運會的真正精神,我們相信這就是奧運會的意義所在!

【綜合報道】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21日前往巴黎參加印太合作部長級會議，與各國外長就
朝鮮半島問題、新南方政策和加強國家間合作等問題進行磋商。

韓媒稱，此次會議由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舉辦，邀請了57個國家和地區的外長出席本次會議
。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印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凸顯，歐盟也提升了對該地區的關注度。

據悉，鄭義溶22日將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奧德蕾•阿祖萊（Audrey Azoulay）進行會面

，就日本佐渡金山申遺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職業教育政策進行磋商。佐渡是
江戶時代的著名產金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後，用於開採銅、鐵、鋅等戰
爭物資，韓國方面指認大約有1000多名朝鮮半島勞工被強徵至佐渡金山。

日本在為佐渡金山申遺時迴避該段強徵勞工的歷史，鄭義溶在與奧德蕾•阿祖萊會面時將會強調
日本佐渡金山強徵朝鮮人勞工的歷史。

此外，鄭義溶還會與瑞典、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印度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委員會成員國的外長舉行雙邊會談，預計鄭義溶將在會上闡明韓國在佐渡金山申遺問題上的立場
，並呼籲各方支持韓國前外長康京和競選國際勞工組織（ILO）總幹事。

韓外長出席印太合作部長級會議韓外長出席印太合作部長級會議，，抗議日本佐渡金山申遺抗議日本佐渡金山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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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連續三周疫情現減緩趨勢
緊急狀態不再延長

綜合報導 意大利金貝基金會在其關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定期監測報

告中表示，2月9日至15日期間，意大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量，比前

一周下降了32.3%。最新防疫法令獲批，意大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成

員重申，將不再延長國家緊急狀態。

據報道，金貝基金會表示，意大利已經連續三周疫情出現減緩

趨勢。與此同時，上周醫院的壓力也有所下降，新冠患者普通病房人數

下降了14.9%，重症監護室減少了18.7%。

金貝基金會主席表示，第四次疫情浪潮的下降，高疫苗接種覆

蓋率，以及即將到來的春天，自動排除了新的、更具傳染性或更嚴重的

變異。他說，希望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利用幾個月的喘息時間，來規劃

秋季疫苗接種活動，以避免夏季過後在老年人和體弱者中，再次出現新

的住院和死亡浪潮。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17日表示，最新防疫法令修正案剛剛獲得

衆議院批准，從3月10日起，意大利的劇院、電影院、體育場和現場

音樂場等公衆場所，將允許消費食品和飲料。此舉是重新啓動經濟

的新迹象。

意大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成員表示，國家緊急狀態將不會繼續延

長，同時也將解散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目前還在等待最新疫情和健康

評估數據，如果沒有新變體引起感染曲線大幅變化，將不再需要延長國

家緊急狀態。

意大利民防部17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7890例，死亡病例320

例。

法國宣布從馬裏撤軍引擔憂
英媒：歐洲可能再遇難民危機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法國

及其盟友將從周四開始，正式從馬裏撤

軍。法國從2013年開始在馬裏展開打擊

恐怖主義以及反叛分子的行動，然而因

爲和馬裏當局關系惡化，馬克龍決定放

棄在馬裏的反恐行動。法國的撤軍決定

不僅將影響西非地區的安全，還可能導

致歐洲再次面臨難民危機。周四，歐盟

和非盟舉行峰會，旨在提升歐洲與非洲

之間的關系，而馬克龍的撤軍決定則給

這一峰會蒙上陰影。

據法新社報道，馬克龍周四在愛麗

舍宮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撤軍，這一決

定適用于法國駐馬裏的2400名士兵，以

及由十多個歐洲國家和加拿大士兵組成

的特派團，該特派團在馬裏駐有600到

900名軍人。馬克龍說，需要4到6個月

時間來關閉法國駐馬裏基地。他誓言，

撤軍將以“有序”的方式進行，法國及

其盟國將繼續參與西非地區的反恐行動

，包括尼日爾等地。

目前法國部署在撒哈拉-薩赫勒地區

的軍隊有4600人左右。從馬裏撤軍後，

法國仍將在該地區部署2500 至 3000 名

士兵。撤出馬裏後，歐洲國家士兵將被

部署在尼日爾與馬裏接壤的一個地區。

法國總統府發言人此前表示，西方國家

已經開始與其非洲夥伴國進行“政治和

軍事磋商”，以在6 月前確定進一步開

展聯合反恐行動的細節。

法國和馬裏當局關系惡化是巴黎

決定撤軍的主要原因。馬克龍周四表

示，法國不能繼續與馬裏當局進行軍

事接觸，因爲“我們與他們的戰略和

隱藏目標不一致”。多家媒體報道

稱，馬裏接連發生政變，加上馬裏過

渡政府要求俄羅斯私人軍事公司瓦格

納集團向馬裏提供雇傭兵打擊恐怖組

織，引發法國不滿。

法國在馬裏反恐數年，然而效果並

不理想。《紐約時報》等媒體稱，過去

10年，馬裏恐怖組織的數量在增加。去

年10月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85%的馬

裏首都巴馬科居民表示，他們對法國的

行動“不滿意”。有觀點認爲，法國比

預期更快地撤軍可能讓西非地區的恐怖

組織發展壯大。

據路透社報道，馬裏是薩赫勒地區

暴力活動的中心，也是“基地”組織和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分支機構的據點

。法國撤軍將影響聯合國馬裏多層面綜

合穩定特派團（馬裏穩定團）以及歐盟

駐馬裏軍隊的後續行動。多國外交官擔

心，法國從馬裏撤軍將破壞馬裏鄰國的

穩定，並導致出現更多難民。周四與馬

克龍一起出席新聞發布會的塞內加爾總

統表示，打擊薩赫勒地區的恐怖主義不

能僅僅是非洲國家的事。科特迪瓦總統

說，歐洲從馬裏撤軍在西非地區造成安

全真空。美聯社稱，丹麥首相日前表示

，薩赫勒地區的局勢是歐洲發生嚴重危

機的開始，該地區的脆弱性增加了難民

湧向歐洲的風險。

不過馬裏當局對法國撤軍不以爲

意。據《華盛頓郵報》、路透社報道

，馬裏武裝部隊發言人登貝萊說，歐洲

軍隊在馬裏的行動失敗了，恐怖主義已

經席卷整個馬裏，而馬裏人將自己保護

國家。

《紐約時報》報道稱，法國在馬裏

的反恐行動也引發思考：如果一個國家

或地區因爲各種社會原因出現複雜的危

機，在這種情況下首先使用軍事策略應

對危機是否有效？據《華盛頓郵報》報

道，有國際組織敦促各國政府解決導致

人們加入極端組織的原因，如高失業率

以及被抛棄感等。

巴西歷史名城暴雨成災暴雨成災
至少94人死亡

綜合報導 巴西裏約熱內盧州曆史

名城彼得羅波利斯市遭遇暴雨災害，

泥石流吞噬民宅，小轎車挂在電線杆

上……據路透社報道，截至 16 日，至

少 94 人死亡，預計死亡人數還會繼續

上升。

彼得羅波利斯市位于裏約熱內盧州內

陸山區，是19世紀巴西皇帝的避暑地，有

宮殿、博物館和許多優雅住宅，是著名觀

光景區。

據路透社報道，彼得羅波利斯市15日

一天的降雨量比往年2月一整個月還多。

河水猛漲衝出堤壩，淹沒數十條道路，衝

走小轎車甚至公共汽車，引發上百起山體

滑坡。

裏約熱內盧州長克勞迪奧· 卡斯特羅

說：“這情形簡直像戰爭狀態……小轎車

挂在電線杆上，汽車翻倒在街頭，到處都

是淤泥和洪水。”

當地居民希爾達一家九口人住在同一

棟房子裏，如

今房子遭洪水

衝毀。她告訴

媒體：“我失

去了侄女和她

五歲的女兒，

到 現 在 還 沒

找 到 她 們 。

沒想到會發生

這種悲劇，我們的城市被毀了。”

救援人員說，一個街區發生山體滑

坡，多達80棟民宅被毀，消防部門和民防

部門正展開搜救。此外，超過300人流離

失所，政府部門著手把災民臨時安置在中

小學校和收容中心。

當地一名店主恩裏克· 佩雷拉說：

“大水來得很快，威力巨大。我的財産全

毀了。本來受新冠疫情影響，遊客減少，

我們謀生已經很艱難了，沒想到現在又發

生這種悲劇。”

彼得羅波利斯市政府宣布爲死難者哀

悼三天。

巴西總統雅伊爾· 博索納羅正在俄

羅斯訪問，得知國內災情後告訴媒體，

將動用聯邦資金赈災，“我們向（彼

得羅波利斯）市長表示願意盡可能提供

幫助”。

自去年12月以來，巴西東北部、東南

部聖保羅州等地頻降暴雨，多次觸發洪水

和山體滑坡災害，影響農作物收割，迫使

部分地區的采礦業停工。

俄官員：俄羅斯將堅持要求北約
烏克蘭分別公開宣布這兩點

綜合報導 參加維也納軍事

安全和軍控會談的俄羅斯代表

團團長康斯坦丁· 加夫裏洛夫說

，俄羅斯將堅持要求北約公開

宣布拒絕接納烏克蘭，而烏克

蘭必須公開宣布其中立和不結

盟的地位。

加夫裏洛夫在聲明中稱：

“俄羅斯將堅持（要求）北約

公開宣布拒絕接納烏克蘭爲其

成員國。反過來，基輔必須宣

布其中立、不結盟的地位，正

如 1990 年 7 月 16 日通過的

《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所規

定的那樣。 ”

加夫裏洛夫還指出，執行

上述宣言

的必要性

在烏克蘭

議 會

1991 年

8 月 24

日通過的

《烏克蘭

獨立宣言

》中得到

了鞏固。

他補充說，1996 年 6 月 28

日通過的烏克蘭現行憲法規定

，烏克蘭最高拉達在通過憲法

時遵循上述宣言。

此前的2月14日，烏克蘭總

理澤連斯基在與來訪的德國總理

朔爾茲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烏克蘭將繼續尋求加入北

約。一天後，烏克蘭外長德米特

羅· 庫萊巴在基輔與意大利外長

路易吉· 迪馬約會面後表示，只

有烏克蘭和北約才能決定烏克蘭

是否能夠加入北約，其他國家在

這個問題上沒有發言權。

2021年12月，俄外交部就

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開展安

全保障對話發表聲明，要求美

國、北約就排除北約進一步東

擴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同月

，俄向美國、北約提交了兩份

安全保障協議草案，其中包含

3個關鍵要點，分別爲阻止北

約進一步東擴、不在俄羅斯邊

境部署打擊系統和武器，以及

將在歐洲的北約軍事部署和基

礎設施恢複到1997年《北約—

俄羅斯基本協定》簽署時的狀

態，此外還包括要求不把烏克

蘭納入北約。

今年1月10日至13日，俄

分別與美國、北約就上述安全

保障建議開展對話，但未取得

實質性成果。1月26日，美國

和北約分別向俄方正式遞交關

于安全保障建議的書面答複。2

月1日，普京表示美國和北約

對俄安全保障建議的回複無視

俄方原則性關切。

3年內銳減30%！
澳大利亞考拉或已不足5.8萬只……

綜合報導 在人們的印象中，澳大利亞國寶考拉一直過著很惬意的

生活。然而，近年來澳大利亞山火頻發，它們平靜的生活被大火打破，

數以萬計的考拉因此喪命。爲了保護考拉的種群數量，澳大利亞政府日

前表示將在未來四年投入500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2.2億元，來保護考

拉的棲息地。

近年來，由于棲息地遭到破壞、氣候變化、森林火災、衣原體感染

等多重因素，澳大利亞考拉數量急劇減少。據澳大利亞考拉基金會此前

估計，澳大利亞目前有不到58000只考拉，遠低于2018年8萬多只的水

平。過去三年，考拉的數量銳減了約30%。其中，新南威爾士州考拉數

量下降最爲嚴重，降幅爲41%。

在2019年至2020年初，新南威爾士州大片森林被大火燒毀，加上近

十年來的持續幹旱，新南威爾士州一些地區甚至已經完全沒有了考拉的

生活痕迹。

目前，由于數量急劇減少，新南威爾士州和昆士蘭州已將考拉列入

了瀕危名單。同時，澳大利亞國內要求單獨立法保護考拉的聲音也日漸

高漲。

自2019年以來，澳大利亞政府已投資超過7400萬澳元，主要用于考

拉棲息地恢複、種群研究以及考拉健康的研究。作爲澳大利亞國寶，往

常“考拉經濟”每年會給澳大利亞旅遊業貢獻30億澳元，約合人民幣

133億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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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20日，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以莫斯科和俄烏邊境可能發生襲擊威脅
為由，提醒美國公民制定撤離計劃。此舉引發俄羅斯外交部譴責。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在其官網說：“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緊張局勢
加劇地區的公共聚集場所，包括購物中心、火車站和地鐵站等面臨襲擊威脅。”並呼籲美國人
“檢討個人安全計劃”，“制定不依賴美國政府的疏散計劃”。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予以譴責。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質問美國政府是否已向克里

姆林宮通報有關俄羅斯可能遭遇襲擊的信息，她說，“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這一切該作何解
釋？”

近期，俄烏邊境局勢持續緊張。美國及其盟友持續渲染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威脅
。在俄方反復強調無意對烏動武、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嚴肅對待其安全關切的情況下，華盛
頓仍堅稱“侵略隨時可能發生”。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發布拜登簽署的行政令，以回應俄羅斯
總統普京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
民共和國”。

根據美方發布的行政令第1條，禁止美國人在該“頓涅茨克人民
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進行“新的投資”；禁止“直接
或間接從該地區向美國輸入任何商品、服務或技術”；禁止“出口、
再出口、銷售或供應……來自該地區的任何商品、服務或技術，以及
禁止“美國人的任何批准、融資、便利或擔保行為……”等。

該行政令還稱，對違反上述第1條的個人進行經濟處罰等。
文中稱，該行政命令不同於美國準備向其盟國和合作夥伴發布的

迅速而嚴厲的經濟措施，“我們將繼續與烏克蘭以及盟國和合作夥伴
就下一步措施進行密切磋商，並敦促俄羅斯立即降級（局勢）。”

此前，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預告稱，拜登將發布一項行政令，
“禁止美國人在烏克蘭所謂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進行新的投資
、貿易和融資。”普薩基還稱，這一行政令將“授權對任何決心在烏
克蘭這些地區行動的人實施制裁”。她補充說，這些措施與“若俄羅
斯進一步入侵烏克蘭”準備實施的更廣泛的西方制裁是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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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駐俄大使館促美公民制定撤俄計劃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自創
的社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的應用程
序於當地時間 20 日晚在蘋果手機應用商
店推出。這款應用程序同時也會自動下載
到預期發布前就已預定該應用的蘋果用戶
手機中。

據介紹，“Truth Social”應用程序包
括自定義個人資料、搜索工具、視頻功能
、短信等多項功能。

截至目前，該應用的知名用戶包括福

克斯新聞主持人漢尼蒂(Sean Hannity)、說
唱歌手布萊克(Kodak Black)等。

前不久，特朗普曾在“Truth Social”
的測試版上發布了第一條信息稱：“做好
準備！你們最喜歡的總統很快會再次見到
你們。”
他的兒子小特朗普在推特上分享了這一信
息的截圖。這張截圖再次讓特朗普登上社
交媒體推特的熱搜。美國國會騷亂後，特
朗普被推特等社交媒體永久封號。

（綜合報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下簡稱“CDC”）被美國媒體曝出隱瞞或遺
漏了大部分新冠肺炎疫情數據，只有少數數據向公眾和學者公開。南都記者了解到，多名美
國傳染病領域的專家批評稱，CDC隱瞞導致的數據失真使得研究人員和地方衛生官員難以做
好防疫。

報導指出，CDC在疫情發生以來就一直在按類別蒐集美國的各種疫情數據，但絕大部分
數據都沒有公開。比如近期CDC在發布一份關於新冠疫苗加強針對65歲以下成年人有效性
的數據時，遺漏了18至49歲的人群，以至於美國專家不能使用本國的數據而只能用其他國
家的數據參考。

CDC發言人克里斯汀•諾德隆德表示，部分數據尤其是疫苗相關的數據被隱瞞，原因是
為了避免引起美國公眾的誤解。諾德隆德稱，疫苗相關的數據可能會引起公眾的錯誤解讀並
引發恐慌。

美國多名公共衛生專家批評稱，CDC的數據發布常常緩慢而且缺失。傳染病專家傑西卡
•里維拉指出，比起數據公開引發的誤解，明顯是數據失真更容易引發誤解。美國兒科學會
傳染病委員會主席伊馮娜•馬爾多納多則對難以獲得兒童感染新冠的數據表示失望，“已經
一年多我們沒有從CDC那獲得信息了，我們不能在他們那找到任何消息。”專家們表示，
CDC隱瞞導致的數據失真使得研究人員和地方衛生官員難以做好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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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紐約警方在上週四（2月17日）表示，去年布魯克林區一名老婦和她4
歲的外孫相繼神秘中毒死亡，紐約警察局現在已經挖出這名老婦的屍體，以調查導致他們中
毒死亡的原因。

根據警方和死者的老伴 Hing Sou Wong 提供的信息，2021 年 2 月 17 日，63 歲的 Tofoon
Man在家中突然感到胃痛，被女兒緊急送往西奈山醫院。 Wong稱，“她突然之間就生病了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據悉，老婦的病情迅速惡化，送往醫院的當天就被宣布死亡。

在老婦死亡大約三個月後，在2021年5月24日，她4歲的外孫在鄰居幫助下報警稱，自
己胃痛并且感到很疲勞，孩子被緊急送往醫院，情況危急。兩天后，他被宣布死亡。紐約警
察局和首席法醫辦公室確定，男孩的死因是鉈急性中毒。鉈是一種外國老鼠毒劑和殺蟲劑中
含有的無味金屬。

警方發言人稱，他們後來挖出了男孩祖母的屍體進行屍檢，並在1月初確定導致她死亡的
也是鉈急性中毒。 1979年與妻子一起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Wong稱，“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她非常健康。我很傷心。”他還指出，男孩的父母已經分居，一直和祖母還有媽媽生活在一
起。

這家人的鄰居表示，“我認識他們，我就住在對面。我從沒聽到過打架的聲音。”警方
已經詢問了男孩的母親，目前還沒有逮捕任何人，也沒有確定嫌疑人，稱男孩的父親“目前
不是嫌疑人”。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數據，美國自1984年以來就沒有生產過鉈，但
一直進口此物質用於製造電子產品、仿珠寶、溫度計和光學鏡片。它可以通過吸入、攝入和
皮膚接觸進入人體，在美國已被禁止用於滅鼠劑。

美疾控中心被曝隱瞞大部分新冠疫情數據美疾控中心被曝隱瞞大部分新冠疫情數據！！
辯稱數據或引發恐慌辯稱數據或引發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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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兩針滅活後可溝針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

奧密克戎傳播能力為德爾塔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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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2月18日，中國內地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疫
苗達到30億7,575萬劑次，已完成全程接種人
數達到12億3,254萬。60歲以上老年人完成全
程接種達到2億1,072.8萬人。80歲以上老年人
完成全程接種1,795.3萬人。

2. 此前陝西德爾塔疫情，重症發生率約2.2%；鄭
州和許昌德爾塔疫情，重症發生率約3.4%。兩
次疫情管控措施和治療手段相近，變量是疫苗
接種率不同，說明通過疫苗接種率的提高可使
感染德爾塔變異株的重症風險從之前的平均7%
下降五至六成。河南許昌疫情數據顯示，加強
免疫後，突破感染的病毒載量比沒有加強免疫
的要低2-4倍。

3. 此前天津和安陽兩地疫情共報告感染奧密克戎
變異株者759例，僅天津出現4例重症病例，重
症發生率約0.6%，證明奧密克戎引發症狀較
輕。研究發現，完成接種免疫6個月內，染疫者
發生肺炎（普通型及以上）風險降低60%。密
接人群中，完成基礎免疫和加強免疫的突破感
染率分別為22.6%和6.0%。加強免疫可以使奧
密克戎的突破感染率降低較基礎免疫3倍以上。

一
此次序貫加

強免疫的接種對
象是18歲以上

人群。

二
接種對象需滿足

已完成2劑次滅活疫苗接
種的條件，且這2劑次接種
的是國藥中生北京公司、北
京科興公司、國藥中生武
漢公司的新冠病毒滅

活疫苗。
三

要全程完成2
劑次滅活疫苗接
種，且接種間隔不
能短於6個月。

四
接種對象沒

有進行過加強免
疫，也就是沒有打
第3針。

序貫加強免疫接種序貫加強免疫接種
四個重要條件四個重要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國
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吳良有19日表示，中國內地
目前本土疫情形勢總體保持平穩。廣東深圳、珠海、
東莞近期發生境外輸入引起的聚集性疫情，深圳奧密
克戎關聯疫情已基本控制，東莞、珠海疫情正在加強
流調溯源工作。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
表示，奧密克戎毒株傳播能力約是德爾塔株兩倍，且
症狀不典型、傳播更隱匿。病例仍以輕型和普通型為
主，重症比例不很高。

吳良有表示，廣西百色疫情已處於收尾清零階
段。遼寧葫蘆島疫情社會傳播風險基本得控。黑龍江
黑河疫情存在多條傳播鏈，進一步流調溯源和病例排
查工作正在展開。雲南文山、紅河、瑞麗三地疫情，

當地正加快排查風險來源，防止疫情向內陸擴散。
他表示，江蘇蘇州疫情是由境外輸入引發的本土

疫情，病毒基因測序顯示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目前處
於快速發展期，當地已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9例，無症
狀感染者22例。內蒙古呼和浩特疫情亦為境外輸入引
發的本土疫情，病毒基因測序顯示是德爾塔變異株，
當前疫情處於早期階段，存較高社區傳播和外溢風
險，需盡快排查風險來源和重點場所，摸清疫情波及
範圍。

郭燕紅表示，奧密克戎毒株傳播能力約是德爾塔
株兩倍，且症狀不典型、傳播更隱匿。病例仍以輕型
和普通型為主，重症比例不很高。她說，救治中需強
化關口前移，強化對高風險患者相應預警指標監測預
警，強調中國採取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施均有效。

◆早前內蒙古爆發由境外輸入引發的疫情。圖為呼和浩特市近日啟動3至11歲兒童新冠病
毒疫苗接種工作。 中新社

◆◆中國新冠疫苗多為滅活路徑中國新冠疫苗多為滅活路徑，，官方官方
稱溝針可強化免疫屏障稱溝針可強化免疫屏障。。圖為農業大圖為農業大
學學生集體接種疫苗學學生集體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
王華慶表示，所謂序貫免疫，

就是不同技術路線的疫苗按照一定
的接種時間間隔以及接種劑次，為
進一步提高預防效果，同時考慮其
安全性，所採取的免疫策略。中國
已在脊髓灰質炎疫苗採用序貫免疫
的程序，可以進一步降低嚴重不良
反應風險。目前，美洲、歐洲及東
南亞一些國家，都已開始實施新冠
疫苗序貫免疫接種。

“常規容易對付的病毒或者疾
病，一般單一疫苗足夠使用，但對
變異性強又難對付的病毒，序貫免
疫是慣常方式。”疫苗研發專班專
家組成員邵一鳴表示，不同技術線
路的疫苗可以優勢互補，且可規避
副反應。

研究顯示抗體陽轉100%
王華慶表示，中國新冠疫苗的

序貫加強免疫的條件，包括18歲以
上，已完成國藥或科興滅活疫苗的2
劑次接種且滿6個月，尚未接種過第
3針加強免疫的人群。這些人既可選
擇同源加強免疫，也可選擇序貫加
強免疫。此外，國務院聯防聯控機
制還批准了深圳康泰公司和醫科院
生物所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同源加
強免疫接種。

邵一鳴表示，滅活疫苗
已使用幾十億劑次，腺病毒
載體和重組蛋白疫苗也已使用
數千萬劑次以上。國際開展的序
貫免疫試驗，研究結果皆安全。中
國前期研究顯示，在滅活疫苗基礎
上，將腺病毒載體和重組蛋白疫苗
作為異源序貫加強，其免疫原性結
果都非常好，中和抗體百分之百
陽轉，中和抗體滴度也能提得更
高，可以起到優勢互補作用。
同時，序貫免疫的副作用與單
獨使用相比是同等甚至更低。他
表示，序貫免疫為建立中國免疫
屏障的新手段，使中國免疫屏障更
加牢固和持久。

國產Omicron滅活疫苗正申臨床
邵一鳴透露，中國奧密克戎株

（Omicron）滅活疫苗已完成臨床前
工作，臨床試驗審批正在過程中。
已有奧密克戎毒株廣譜或多價蛋白
疫苗提交臨床試驗申請資料，奧密
克戎株腺病毒載體疫苗和核酸疫苗
也已完成動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試
驗，正在申報臨床。“即便病毒出
現更加嚴重的變異，比如完全逃逸
目前疫苗的預防作用，我國也可以
迅速大規模生產出新的疫苗。”邵
一鳴說。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生健

康委疾控局副局長吳良有19日表示，根據新冠疫苗研發使

用進展情況，中國對新冠病毒疫苗加強免疫接種策略做出進

一步補充和完善。國家衞健委已開始部署序貫加強免疫接

種，即接種兩針滅活疫苗滿6個月的18歲以上人群，可以

使用重組蛋白疫苗或腺病毒載體疫苗進行序貫加強免疫。研

究數據表明，同源加強免疫和序貫加強免疫，都能夠進一

步提高免疫效果，後者免疫原性結果非常好，抗體陽轉

率可以達到百分百，抗體滴度提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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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創意“疫苗接種點”吸引未成年人前往“打卡”

綜合報導 馬尼拉市民戴

維與妻子，帶著最大7歲的三

個孩子，來到政府設置在馬尼

拉CBD馬卡蒂SM商場兒童新

冠疫苗接種中心，爲他們接種

人生第一劑新冠疫苗。“這

兩年最難以接受的是，孩子

們因爲疫情不能上學，不能

正常戶外活動。現在政府開

始爲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我們

家長安心多了。”戴維告訴中

新網記者。

SM是菲律賓最大的連鎖

品牌購物商場城，其提供的可

以舉家購物、餐飲、娛樂的生

活方式，已深深融入菲律賓人

的生活中。2021年菲政府亟需

場地推動全國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菲全國幾十家SM商城內

的商業廣場成爲重要選擇，也

得到菲民衆的積極相應。

近期菲政府啓動未成年

人接種計劃，馬卡蒂SM商場

遂設計將兒童新冠疫苗接種

中心，與商場的玩具中心融爲

一體。

記者所見，接種中心入口

是一組兒童卡通人物形象大集

合，幾乎所有前來的孩子們都

先與喜愛的人物合影。整個中

心搭建了一串卡通城堡，坐在

其中的身穿防護服工作人員，

按照登記流程與年輕的父母溝

通、給兒童量體溫，在孩子們

看來如同做遊戲。

接種室電視裏放著動畫片

，一位來自非洲的母親帶著兩

個兒子在等候。她告訴記者：

自己是紅十字會菲律賓分會的

工作人員，菲對兒童新冠疫苗

接種的安排，及時且有創意。

孩子們從朋友處聽說這個玩具

中心有接種點，自己要求來接

種。

在接種中心出口，又見孩

子們紛紛舉著“我自豪，我接

種”等各色創意標語牌，與超

人等卡通人物合影，俨然網紅

景點打卡。

隨著疫情趨緩，菲正加速

在全菲爲未成年人接種。據菲

新社報道，菲全國應對新冠疫

情總協調人加爾維茲17日接受

Super Radyo DZBB采訪表示，

公衆對爲5至11歲兒童接種新

冠疫苗的接受度很高。

加爾維茲 15-16 日與菲國

家抗擊新冠肺炎特別工作組

(NTF)同事前往南部三寶顔市

考察，在幾個疫苗接種點了解

到，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對推動

疫苗接種計劃起到關鍵作用，

特別是在穆斯林地區，其中三

寶顔半島有超過71%的目標人

口已經完全接種。

加爾維茲介紹，迄今全菲

約有10個地區爲70%的目標人

口接種了疫苗，5個地區的接

種率超過了80%。

NTF的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17日有6160萬名菲律賓成年

人已經完全接種，21萬名5-11

歲年齡組的未成年人已接種了

第一劑特制低劑量疫苗；截至

2月14日約930萬名12至17歲

的未成年人接種了第一劑，

807萬名完全接種。

菲政府的目標是在杜特爾

特總統今年年中任期結束前，

爲9000萬菲律賓人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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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爲避免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

在韓國監獄內繼續擴散，韓國法務部決定假釋千

名服刑人員。法務部方面表示，將于18日假釋

1031名模範服刑人員。計劃本月28日進行第二輪

假釋，人數尚未確定。但有一點確定的是，韓國

前總統李明博不在假釋的名單裏。

韓國“NEWS 1”網站報道稱，韓國監獄內

新冠集體感染情況嚴重，京畿道安養監獄同樣暴

發大規模集體感染，截至17日共有128人確診新

冠肺炎，這距離13日兩名職員確診僅僅過去不到

一周。安養監獄方面已經將密切接觸者分開隔離

，同時爲了降低人員密度，將200余名服刑人員

送往其他沒有確診人員的監獄關押。在安養監獄

服刑的前總統李明博從本月3日開始在首爾大學

附屬醫院入院治療。李明博最初服刑的地點是首

爾東部監獄，但因爲該監獄發生集體感染事件，

因此移送當時還沒有確診人員的安養監獄服刑。

事實上，韓國媒體普遍認爲，李明博不僅無法獲

得假釋，他特赦的希望也很渺茫。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天0時

，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93135

例，再創曆史新高。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增加

2692例，連續兩天超過9萬例，較一周前增加1.7

倍，較兩周前增加4.1倍。預計確診病例將在今

後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猛增態勢。

緬北新婚夫妻雙雙慘死慘死！！
有老人害怕得路都走不穩走不穩

綜合報導 葡萄鎮區隆下仰地區沛馬

村，當地駐軍與克欽獨立軍（KIA）武

裝之間爆發了激烈戰事。在戰事爆發期

間，2 名青年夫妻騎乘摩托車外逃時中

槍身亡。

2名中槍身亡的年輕夫妻年齡只有20多

歲，男子名叫吳阿奇昔巴，2人結婚只有2個

月左右的時間。15日當天，KIA及PDF聯軍

與軍方在沛馬村與隆下仰村莊附近，使用了

重武器炮彈。

隆下村一名村民表示，在爆發戰事後，

隆下村與葡萄中間的村莊村民，接連逃往葡

萄城區與山林中。有的老人平生沒有遇到過

這樣的事情，害怕的走路都非常的困難。現

在，戰區附近的村莊內，幾乎每家都挖掘了

避彈坑，中槍身亡的夫妻結婚不久就發生了

悲劇，我們現在最怕的是空襲和重武器炮彈

，就連在村莊比較遠的

地方爆炸，我們這裏都

能聽到巨大的聲響。

1月 30日，克欽武

裝發布了一則聲明，嚴

禁葡萄地區民衆出售軍

方相關的産品，同時，

禁止當地民衆在葡萄-密

支那公路沿線種植交易

毒品及開采金礦。目前

，密支那-葡萄路段已經

由克欽獨立軍（KIA）

與PDF防衛軍控制，葡

萄第46戰略營已經向沛馬村方向增派了行軍

部隊。

2月月初開始，葡萄鎮隆下仰、沛馬

與孫畢揚等村莊 600 多戶村民，陸續逃往

安全的山區躲避。因害怕重武器及空襲

，村民至今只能躲避在山區內。此前，

考蘭普地區民團在接到上級通知後，向

葡萄及馬錢包地區進行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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