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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停滯性通膨停滯性通膨 成各國央行隱憂成各國央行隱憂
（中央社）俄烏戰爭開打，儘管兩國在全球經濟體系的臍

帶並不深，但開戰後已引發原油等商品價格狂飆，恐造成全球
陷入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的危機，這也是接下來各主要
央行首要應付的重大挑戰。

由於歐盟能源有三到四成仰賴從俄羅斯進口，因此俄烏開
戰後國際油價應聲飆破100美元大關，此舉勢必將使歐洲通膨
壓力進一步增加，歐元區1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
率已飆至5.1％的歷史新高。

大體來說，俄烏戰事尚不會導致聯準會（Fed）、歐洲央
行與英國央行等各主要國家央行讓已經確定的緊縮貨幣政策基

調叫停。
俄烏開戰後，Fed決策官員還是重申即將升息的基調，里

奇蒙聯準銀行總裁巴金（Thomas Barkin）表示， 「需求仍然
強勁，勞動市場相當緊俏，通膨不僅高還全面上揚，我不認為
貨幣決策的基本邏輯會有多大的改變，不過畢竟戰爭的因素前
所未見，所以我們還是需要關注全球情勢的發展。」

美國利率期貨盤顯示，Fed在下個月決策例會升息2碼的
可能性由周三的34％，劇降至周四的僅9％，不過幾可篤定至
少會升息1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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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 after a two-year
hiatus, is scheduled to return this
weekend on February 28, and
will host the world's largest

indoor cowboy show and cultural
event over the next 20 days.

The tradition of the annual rodeo
is that thousands of country
cowboys ride in carriages or on
horseback from all directions to
downtown Houston, often taking
more than a week to reach the
convention site.

This year’s event will be held
indoors in the NRG football
stadium, which can
accommodate nearly 80,000
spectators. In the three-week
event schedule, in addition to
various cowboy performances,
there will be a featured singer
concert every night.

Livestock performances, cooking
competitions, wine tasting
conferences, award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charity sales will set off the

annual cowboy fe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90-year-old celebration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Texas
cowboys.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came to study in Beaumont,
Texas, there were a lot of real
cowboys farming and ranching
around the city. The cattle herds
are endless and the agriculture
and rice paddy fields are very
rich land for cattle and agriculture
crops.

Today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ng people are
not willing to take on their
ancestral businesses to work in
agriculture. They feel that it is
very hard, which also causes the
problem of rural brain drain and
labor and land management
shortages.
In addition to cultural
performances, the 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
mainly hopes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s interest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agriculture, and
wants them to continue to stay
and work as a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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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TheCelebrating The 9090thth Houston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Livestock Show And Rodeo

休歇停辦了二年的休斯敦
牛仔節定於本週末二月二十
八日再度登場，將在未來二
十天內舉辦全球最大的室內牛
仔表演及文化活動。

每年一度的牛仔節之傳統
是成千上萬做鄉村牛仔乘座馬
車或騎上馬背，從四方八面
徒步向休斯敦市區前進，往
往需要一週以上時間才能到達
大會場。

主场是位於休市NRG 美
式足球場內可容納近八萬觀眾

，在三週之活動日程中除了
各式之牛仔表演之外，將在
每晚舉辦歌星演唱會、牲畜
表演、烹飪比賽品酒大會、
奬勵中小学生活動、慈善義
賣、琳瑯滿目將為全美掀起
一年一度的牛仔熱。

這項己有九十年历史的歡
庆節目，代表了德州牛仔之
精神，我還記得剛到德州博
蒙市上學時，市區附近就有
許多務農的真正牛仔群，他
們也每天在廣闊的大地上趕養

牛群，一片無際的農業及稻
田，真是非常富裕的土地。

今天在美國的農村 ，年
輕人已經不太願意承擔祖業去
務農，他們覺得十分辛苦，
所以也造成農村人才流失而不
足之問題。

休斯敦牛仔節除了文娛表
演活動之外，主要還是希望鼔
勵年青人對畜牧、農業之興
趣，繼續留下來從事務農之
工作。

共迎休斯敦牛仔節共迎休斯敦牛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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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俄羅斯對烏克蘭全面動武進入了第三天。烏克蘭衛生部2月26日統計顯示，戰
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升至198人。聯合國統計，目前有約12萬烏克蘭難民逃往其他國家，波蘭
為主要目的地。

俄羅斯國家杜馬議長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離開基輔，前往與波蘭接壤的烏西部城市利
沃夫。相關說法未得到證實。

與此同時，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交火還在繼續；俄羅斯週六宣布完全控制烏東南部城市梅利托
波爾，目前仍在與烏軍方爭奪南部城市赫爾松以及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的控制權。

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26日報導，烏克蘭衛生部統計顯示，戰爭已經造成包括三名兒童在內的
198人喪生、1115人受傷。

週五，還有兩名新生兒在南部赫爾鬆的一個防空洞出生。俄羅斯沒有公佈傷亡人數。
目前有約12萬烏克蘭人逃往其他國家，主要前往波蘭、摩爾多瓦、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

伐克，還有部分前往白俄羅斯。聯合國預計，如果戰局持續，最多將有400萬烏克蘭難民出逃。
初步統計顯示，有2.9萬難民進入波蘭、2.6萬前往摩爾多瓦、1萬前往羅馬尼亞。由於難民

入境人數增加，波蘭入境口出現堵塞，該國此前設立了九個難民接待點。
與烏克蘭相鄰的歐盟國家為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歐盟2017年推出的政策允

許烏克蘭公民免簽進入歐盟國家。波蘭此前表示該國已準備好應對100萬烏克蘭難民湧入。
烏克蘭與北約成員國波蘭關係密切。去年底烏克蘭、波蘭與立陶宛宣布成立新組織“盧布林

三角”，以加強三國安全合作。這也是烏克蘭加入的首個中歐區域組織。自2014年克里米亞併入
俄羅斯後，約150萬烏克蘭人前往波蘭定居。

週六，俄羅斯國家杜馬議長沃洛金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在周五離開基輔，前往烏克蘭
西部城市利沃夫。利沃夫市距離波蘭邊境僅約70公里。

週五晚，澤連斯基還發表視頻顯示自己仍在基輔。沃洛金則稱澤連斯基的視頻為事先錄製，
是烏克蘭議會議員透露了澤連斯基離開基輔的消息。

沃洛金的說法尚未得到證實。沃洛金表態後，澤連斯基於週六發表講話稱烏克蘭政府軍抵擋
住了俄軍，基輔和周邊主要城市依然在烏克蘭軍方控制下。

週六，俄羅斯軍隊進入基輔與烏克蘭軍隊爭奪電廠、主幹道等關鍵基建控制權。雙方在基輔
北部、西部和東部發生交火，英國國防部情報稱俄軍距離基輔市中心有30公里。

英國國防部情報還指出，俄羅斯尚未獲得對烏克蘭空域的完全控制，限制了俄羅斯的空中打
擊能力；同時，烏克蘭政府軍在全境進行了頑強抵抗。但美國官員估算，俄羅斯部署在烏克蘭邊

境上軍力目前只有約三分之一被派入了烏克蘭。
週六，俄羅斯軍方宣布完全控制烏東南部城市梅利托波爾，進入梅利托波爾時未遭遇抵抗。
與此同時，俄羅斯繼續在赫爾松和哈爾科夫與烏政府軍激戰。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導，赫爾

松州政府週六宣布俄軍奪下了對赫爾松進出通路的控制權。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要求美國務院為烏克蘭提供3.5億美元的緊急安全援助。此前美國已兩次宣

布撥款，分別為6000萬美元和2.5億美元。

俄烏戰爭死亡人數升至俄烏戰爭死亡人數升至198198人人
1212萬烏克蘭難民逃離萬烏克蘭難民逃離

（綜合報導）下個月，日本首相將開啟訪
問印度的計劃，剛剛上任不久的岸田文雄就
如此迫不及待的訪問印度，顯然存在不可告
人的目的，看來這次他是奉美國命搞事情，
原來岸田文雄還沒有出發，就叫囂著要讓莫
迪疏遠普京，難道這次不針對中國了？如果
印度選擇與普京劃清界限，那麼是否意味著
俄羅斯真正的危險開始降臨呢？

儘管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都比較緊張，
但跟南亞地區的印度，卻親如夥伴一般，關
係可以說僅次於美日，甚至於印度提出要在
國內修建高鐵，日本二話不說，不但提供高

鐵技術，甚至還提供長達50年的低息貸款，等於是把自己的高鐵技術送給印度，兩國關係如此密
切並非沒有原因，要知道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戰後曾進行過東京大審判，主要對發動侵略戰爭
的日本戰犯進行判決與懲處，結果在針對甲級戰犯的處決意見中，來自印度的法官反對使用死刑

，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日本現在還對印度感恩戴德。
近年來，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提出，日本也在發揮著關鍵作用，美國甚至打算在印太地區打

造美日澳印四國同盟，從而形成一張C形包圍網，拉攏印度的重擔就落在了日本身上，為了討好
印度，這個國家進行了大量投資，其中也包括幫助印度修建高鐵，而對於莫迪而言，日本首相的
訪問，其實就代表這個國家又給自己送錢來了，對此他自然是歡迎的。

令人疑惑的是，原本日印兩國更多的是討論如何圍堵東亞，但這次為何俄羅斯成為雙方關注
的焦點呢？一方面，受烏克蘭局勢影響，日本自然需要配合美國打壓俄羅斯的戰略，從而希望印
度也跟著一起向普京施加壓力，另外一方面，日本本身就跟俄羅斯存在分歧，北方四島問題一直
無法解決，最後，中國的快速崛起也讓日本意識到，光靠圍堵已經沒有作用了，所以沒必要在這
方面浪費太多的精力。

另外，日本與印度也存在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成為聯合國新的常任理事國，日本憑
藉本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向聯合國提供了大量經費，所以它認為自己有資格成為新的常任理事國
，印度的人口僅次於中國，並且自認為本國實力可以排到第三，理所當然應該是常任理事國，為
了增加兩國入常的希望，印度與日本也開始聯手。

那麼在日本的挑唆下，俄印關係是否將產生動搖呢？儘管日本能夠給印度大量好處，但有一
些利益，是岸田文雄永遠無法提供的，要知道俄羅斯與印度的關係，並不比中俄關係差到哪裡去
，跟美國相比，俄羅斯顯然要大方許多，只要自己肯掏錢，幾乎能夠從普京手中買來任何武器裝
備，而美國則只會用空頭支票來誘惑莫迪，所以該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印度其實心中有數，所以
莫迪絕對不可能在日本的挑唆下，就選擇放棄與俄羅斯的關係。

日本首相將開啟訪印計劃日本首相將開啟訪印計劃



意大利疫情期間跨國婚姻增加
將取消非歐盟旅客限製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表示，自2020年2月暴發新冠疫情

以來，對意大利婚禮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婚禮數量下降了52.3%。而新婚配偶

取向也有了很大改觀，五分之一的意大利人選擇了外國人作爲新婚伴侶。

據報道，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成千上萬意大利人倍感壓力，迫

使他們推遲或放棄結婚。甚至有很多青年人一改本地人結婚的習俗，擇

偶取向偏向旅居意大利的外國移民。在2020年登記結婚的伴侶中，意大

利有五分之一的人選擇的是外國移民。

統計顯示，自新冠病毒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區當地人

與外國人通婚的比例明顯增高。跨國婚姻所占比例翁布裏亞大區爲

25.8%，倫巴第大區爲25.2%，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爲25.1%，馬爾凱大區

爲24.8%。

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意大利共舉辦了96841場婚

禮，比2019年下降了47.4%。其中宗教儀式婚禮下降了67.9%，世俗婚禮

下降了52.3%。分居情侶減少了18.0%；離婚數量減少了21.9%。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 22日簽署並頒布最新防疫法令，從 3

月 1日起，意大利將不再要求來自歐盟以外的旅客入境後進行隔離

。凡來自非歐盟國家的旅客入境時只被要求出示證明，表明他們

已經接種疫苗或從新冠病毒感染中康複，或出示 48 小時以內陰性

測試證明。

烏東兩地請求俄羅斯軍援後
烏克蘭要求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

綜合報導 在烏東地區兩個“共和國”

請求請求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後，烏克

蘭立刻向聯合國“求援”，要求召開緊

急會議。

應烏克蘭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將于

美東時間2月23日晚就俄烏局勢召開緊

急會議，這是三天以來的第二次，此次

會議仍然是安理會現任輪值主席國俄羅

斯主持。

當地時間24日，烏克蘭外交部長庫

列巴（Dmytro Kuleba）在推特發文稱，

在“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頓涅茨

克人民共和國”方面請求俄羅斯提供軍

事援助後，烏方就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

了召開緊急會議的請求。“這是安全局

勢的進一步升級”。

庫列巴此前還表示，位于克裏米亞

阿米揚斯克（Armyansk）泰坦化工廠

（Titan chemicals plant）的夜班人員已撤

離該設施，“這可能是在爲俄羅斯的另

一次挑釁作准備”。

據俄羅斯塔斯社報道，俄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表示，“頓涅茨克共和國

”領導人普希林（Denis Pushilin）和

“盧甘斯克共和國”領導人帕謝奇尼克

（Leonid Pasechnik）已請求普京提供援

助，以擊退烏克蘭武裝部隊的“侵略”

，避免平民傷亡及人道主義災難。

佩斯科夫表示，兩名“共和國”領導

人在給普京的信中表示，“在不斷惡化的

局勢和來自基輔的威脅下，‘共和國’的

公民被迫逃離家園，正撤離到俄羅斯。在

烏克蘭武裝部隊持續的‘軍事侵略’下，

‘共和國’的民用和工業基礎設施、學校、醫

院和幼兒園遭到破壞，最嚴重的是，包

括兒童在內的平民死亡。”

信中還稱：“基輔繼續沿著脫離接觸

的路線進行軍事集結，同時得到了美國和

其他西方國家的全面支持，包括軍事援助

。基輔當局決心用武力解決衝突。”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

，應烏克蘭的請求，聯合國安理會預計將

于美東時間23日晚9點30分（北京時間24

日上午10點30分）召開緊急會議。

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烏克

蘭要求舉行這次會議，並到了西方安理

會成員國的支持。

這將是聯合國安理會在三天內就俄

烏危機召開的第二次緊急會議。與上次

會議一樣，這次會議將由安理會現任輪

值主席國俄羅斯主持。

澤連斯基：曾試圖給普京打電話，

但沒成功

俄烏邊境局勢持續緊張，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當地時間24日淩晨通過社交

軟件Telegram發表視頻講話。

澤連斯基表示，他 23日試圖給普

京打電話，但沒有回音。澤連斯基稱

：“我想對所有俄羅斯公民說，我以

烏克蘭公民的身份、而非總統身份對

俄羅斯公民說，我們之間有 2000 多公

裏的共同邊界，你們的軍隊現在就在

邊境，近 200000 名士兵，成千上萬輛

軍車。”

“你們的領導人批准他們進一步行動

，進入另一個國家的領土……這一步可能

會成爲歐洲大陸一場大戰的開始。”

據CNN 報道，澤連斯基用俄語對俄

羅斯民衆說：“全世界都在說這可能隨

時發生。導火索隨時可能出現。你們被

告知這場火將解放烏克蘭人民，但烏克

蘭人是自由的。”

澤連斯基稱，他准備繼續和俄羅斯

進行外交對話，並辯稱烏克蘭不會對俄

羅斯構成威脅，“他們說烏克蘭可能會

對俄羅斯構成威脅，這不是過去的情況

，也不是現在，將來也不會是。”

英國《金融時報》稱，澤連斯基

在講話中大打感情牌，強調烏克蘭希

望和平，呼籲俄羅斯民衆不要相信俄

羅斯國營電視台對烏克蘭的描述，

“你們新聞中的烏克蘭和現實中的烏

克蘭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你們中

的很多人去過烏克蘭，你們很多人在

烏克蘭有親屬……聽我們說，烏克蘭

人民想要和平。”

澤連斯基還稱，烏克蘭不需要

冷戰也不需要熱戰，但如果有人試

圖搶走烏克蘭的自由，烏克蘭將捍衛

自己。

烏東戰火加劇全球市場恐慌
歐盟將封鎖俄經濟戰略部門
綜合報導 俄羅斯對在烏東部頓巴斯

地區開展特別軍事行動，烏克蘭全境進入

戰時狀態的決定。首都基輔地鐵免費開放

，地鐵站將作爲防空洞使用。

2月24日，俄羅斯武裝部隊對烏克蘭

多個城市的機場發動導彈襲擊，包括鮑裏

斯波爾、楚古耶夫、克拉馬托爾斯克等多

個城市。根據烏克蘭官方發布的消息，目

前共有7人因炮火攻擊死亡，另有9人受

傷。

烏克蘭邊防軍發布的一段視頻顯示，

俄羅斯軍車已通過克裏米亞進入烏克蘭。

烏國防部表示，其部隊正在“有尊嚴地”

反擊俄羅斯的進攻，並對莫斯科的部隊造

成了損失。

另外，烏克蘭央行將每日現金取款額

度限制在10萬烏克蘭格裏夫納，禁止提取

外彙現金，不會限制任何非現金交易。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將封鎖

俄羅斯經濟戰略部門，阻止他們獲得關鍵

技術和市場；將削弱俄羅斯的經濟基礎和

現代化能力；將凍結俄羅斯在歐盟的資産

，並停止俄羅斯銀行進入歐洲金融市場。

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等

歐洲多國政府陸續發布聲明譴責俄羅斯方

面的行爲。韓國也將加入歐美各國對俄羅

斯實施制裁。相關國家

呼籲公民離開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

基發布視頻稱，正在與

西方領導人會談，以組

建一個反普京聯盟，支

持國防，並向俄羅斯航

空關閉烏克蘭的領空。

當天早些時候，普

京表電視講話，要將烏

克蘭“非軍事化和去納

粹化”，聲稱其目的是

保護平民。 他決定在烏

東部頓巴斯地區開展特

別軍事行動，俄羅斯不會允許烏克蘭擁有

核武器。他還指出，“烏克蘭的所有人民

都可以使用自決權”。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說：“今晚，

當烏克蘭人民遭受俄羅斯軍隊無緣無故的

攻擊時，全世界的人都在爲他們祈禱。

普京總統選擇了一場有預謀的戰爭，將

帶來災難性的生命損失和人類痛苦。只

有俄羅斯對這次攻擊將帶來的死亡和破

壞負責，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將以團結

和決定性的方式作出回應。世界將追究俄

羅斯的責任。”

地緣衝突加劇了市場恐慌情緒，全球

市場震蕩不止。

俄羅斯RTS指數自2016年2月以來首

次跌破800點、莫斯科交易所再次暫停交

易，俄羅斯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至

10.96%，爲2016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歐

洲天然氣期貨價格一度上漲41%；布倫特

原油價格突破100美元關口。納指期貨大

跌3%，標普500指數現跌2.38%，道指期

貨跌2.41%；土耳其股指暴跌觸發全市場

熔斷機制；歐股集體大幅低開，德國

DAX30指數跌4.72%，英國富時100指數跌

3.13%，歐洲斯托克50指數跌4.62%。

確診和死亡病例大幅下降
意將結束新冠疫情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示，意大利政府將于3月31日結束

新冠疫情國家緊急狀態。並承諾在新冠疫情兩年多的健康危機後，社會

生産和生活秩序將逐步恢複正常。

據報道，意大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經連續4周呈大

幅下降趨勢，政府受到來自企業和一些政黨的壓力，要求政府取消自

2020年初以來逐步引入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

德拉吉表示，“我們將繼續密切關注疫情局勢，准備在疫情出現反

彈時進行幹預。但我們的目標是盡快全面重新開放。”

德拉吉還表示，意大利國家緊急狀態于2020年1月31日建立，該措

施允許政府繞過議會通過相關法令和防疫規則。經過幾次延期，目前

的國家緊急狀態將于3月31到期，屆時政府將不會再次延長。並宣布

國家緊急狀態正式結束，逐步恢複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環境。

德拉吉指出，目前進入意大利許多公衆場所，都需要出示接種疫苗

的綠色健康通行證和新冠患者康複證明。政府目前正在考慮從戶外活動

開始，逐步淘汰綠色健康通行證和康複證明。

意大利專家表示，預計德拉吉政府將在夏季取消綠色健康碼制度，

3月中旬將發布關于廢除疫情限制措施時間表。國家緊急狀態結束後，

預計從4月1日起，餐館、酒吧室外和所有戶外活動將取消綠色健康碼

，但室內用餐和活動仍然需要出示綠色健康碼。

意大利衛生部20日發布將向年老體弱、患有慢性疾病和免疫力低下

群體，開放第四針加強劑疫苗注射後，拉齊奧大區羅馬衛生局已從23日

開始，率先給健康弱勢群體接種第四針加強劑疫苗。接種者須距離上次

接種第三針加強劑至少120天。

希臘海岸警衛隊向土耳其漁船開槍警告

稱其試圖撞擊巡邏船
綜合報導 希臘基礎設施和交通部周三證實，其一艘海岸警

衛隊船只向一艘土耳其漁船鳴槍示警，稱這艘船曾試圖撞擊一艘

巡邏船，並在要求離開雅典領水時沒有離開。據報道，該事件發

生在愛琴海東部靠近土耳其大陸的希奧斯島附近。

土耳其海岸警衛隊司令部周三在一份聲明中稱，希臘軍

隊在愛琴海國際水域向兩艘漁船開火，一名土耳其水手受傷

。據土耳其官方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土耳其外交部正式召

見希臘外交官，抗議 “過度使用武力”，並要求結束在愛琴

海對土耳其漁船的“幹預和騷擾”。

事件發生時，希臘和土耳其的關系因長期存在的海洋邊

界爭端而再度緊張。本周早些時候，兩國外交官曾在雅典會

面。

希臘和土耳其多年來一直卷入一系列領土爭端，近年來

又涉及到地中海東部的油氣儲備問題。土耳其派遣奧魯奇· 拉

伊斯號（Oru Reis）科考船曾經前往希臘和塞浦路斯均主張擁

有主權的爭議水域，這引發了緊張局勢，並遭到歐盟的強烈

譴責。安卡拉和雅典隨後同意重啓外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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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與教科文組織總

幹事奧德蕾· 阿祖萊(Audrey Azoulay)會面

並表達了韓國政府對日本爲佐渡金山申

遺的憂慮。

鄭義溶在會見阿祖萊時作出上述表述

，並呼籲教科文組織爲日本履行2015年明

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承諾給予格外關注和

協助。韓國政府強調，日本2015年爲明治

工業革命遺址申遺所作的承諾至今都未兌

現，現在卻爲有強征2000多名韓籍勞工曆

史的佐渡金山申遺是極爲不妥的。

阿祖萊表示，深知韓國政府對佐渡

金山等問題的憂慮，教科文組織將持

續關注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承諾兌

現問題並作出積極努力。

此外，鄭義溶 22日在出席印太合作

部長級會議“安全與國防”專題會上表

示，印度和太平洋地區得益于其多樣性

和活力不斷快速發展，但域內國家之間

的曆史問題依然存在。加之基于多邊主

義和法治的國際秩序尚未形成，彼此間

的不信任和安保不穩等問題仍然存在。

他指出，印太國家在地區合作問題上應

吸取歐洲的經驗和教訓，從曆史矛盾走

向和解，通過多邊主義實現團結。韓媒

分析稱，鄭義溶上述發言是針對韓日圍

繞強征慰安婦、佐渡金山申遺等一系列

曆史問題産生的衝突。

韓單日新增病例飆升至17萬
擬以“地方性傳染病”措施應對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

至當日0時，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達171452例，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激

增71879例，較一周前翻了近一番，累計確診

2329182例。

韓相關機構原預測單日新增病例將在3月

初增至17萬例以上，但目前已比預期提前。與

此同時，專家預測認爲單日新增新冠病例峰值

將達27萬例，預計于本月28日至下月22日間出

現。

對此，韓政府首先認爲，短期來看疫情風

險加大，但長遠來看，與美英等國相似，提早

迎來疫情峰值將給韓國日常恢複進程按下“加

速鍵”。

再者，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數據顯示

，完成第三針疫苗接種者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毒

株時致命率僅爲0.08%，與季節性流感致死率

(0.05%-0.1%)相似。相反，未接種者感染致死率

高達0.5%。

韓政府表示，目前正處于新冠病毒逐漸變

成“地方性流行病”的初期階段，若奧密克戎

的致死率今後持續保持在較低水平，且其感染

風險能被穩控，那麽政府最終將如同對待其他

普通傳染病一般防控新冠疫情。

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略組組長孫

映萊前日也表示，韓國目前正在邁入與“奧密

克戎”共存的體系，政府近期縮短隔離時間，

縮小界定密接的範圍，按照恢複日常生活的目

標方向調整防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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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電詐有多瘋狂？
在泰國的團夥警察都不放過

綜合報導 泰国数字

经济和社会部长表示，

泰国政府持续加大打击

力度后，在泰国的电信

诈骗者变得绝望，以至

于他们竟然试图诈骗起

警察来。

猜 伍 部 长 （Chaiwut

Thanakhamanusorn 说 ， 泰

国总理巴育指示所有政府

机构联手打击电诈团伙，

保护公众财产安全。

泰国近年来不断加

强的打击，使电信诈骗

者更难推进他们的业务

，大部分已选择逃离泰

国转战其他东南亚国家

或阿拉伯国家，剩下的

余孽似乎末路疯狂，甚

至开始打电话给警察试

图直接欺骗他们。

泰国政府机构现正采

取积极措施打击这些团伙

，包括寻求邻国的合作以

铲除他们的活动基地及藏

身之处。

近年来，随着泰国加

强打击力度，和与周边国

家警方的通力合作，大规

模恶性诈骗案件明显下降

，上百人规模的团伙被逮

捕遣返已经是3、4年前的

新闻。泰国政府即将与柬

埔寨签署反诈骗谅解备忘

录。

在另一项新增的打

击措施中，泰国政府将

修改法律，以惩罚那些

为骗子们提供姓名、证

件等资料开设银行账户

，以接收电诈受害者转

账的帮凶。

部长还特别感谢媒体

，发表电诈相关报道，提

高了公众对诈骗者及其手

段的认识、以及如何避免

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使很

多人免受了损失。

日本迎“超級貓之日”
“虎貓大將”任一日郵局局長

綜合報導 數字“2”的日文發音

類似貓叫聲“喵”，2月22日因此成

爲日本的“貓之日”。2022年 2月22

日，更被部分媒體封爲“超級貓之

日”。當天，日本多地推出與貓咪相

關的活動。

香川縣坂出市的動物醫院從22日

起，開賣由獸醫爲貓咪設計的“貓

箱”。據介紹，“貓箱”考慮到貓

咪喜歡躲在狹窄處的習性，是一個每

邊長40厘米的立方體紙箱，側面開有

一個直徑22厘米的洞，讓貓咪可以鑽

入。若貓咪蹲坐在紙箱上，也可承重7

公斤不會變形。

“貓箱”每個售價770日元，其

中222日元會用于購買寵物用品，捐

贈給縣內的贊岐動物愛護中心，協助

認養貓狗。

此外，青森縣的一個郵局，也趁

著“貓之日”，安排當地繪本作家作

品《11只貓》

中的角色“虎

貓 大 將 ” ，

擔 任 一 日

“局長”。

布偶裝吉

祥物“虎貓大

將”從郵局局

長橋本正俊手

中接過任命書

，爲明信片蓋

上“貓之日”

才有的貓圖案郵戳，並向到訪的民衆

揮手，一起拍攝紀念照等。橋本說，

希望能借“貓之日”，創造讓大家多

寫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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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站在和平正義一邊中方站在和平正義一邊””
中國外交部批美制裁損人害己中國外交部批美制裁損人害己 回應美選邊站要求回應美選邊站要求

習近平與普京通電話
就烏局勢交換意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25日下午
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雙方重點就
當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

普京介紹了烏克蘭問題的歷史經緯
以及俄羅斯在烏東部地區採取特別軍事
行動的情況和立場，表示美國和北約長

期無視俄羅斯合理安全關切，一再背棄
承諾，不斷向東推進軍事部署，挑戰了
俄羅斯戰略底線。俄方願意同烏方開展
高級別談判。

習近平指出，近期，烏克蘭東部地
區局勢急劇變化，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

注。中方根據烏克蘭問題本身的是非曲
直決定中方立場。要摒棄冷戰思維，重
視和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通過談判
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
制。中方支持俄方同烏方通過談判解決
問題。中方關於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基本
立場是一貫的。中方願同國際社會各方
一道，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
的安全觀，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
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 ◆新華社

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24日表示，現在是包括
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選擇站在歷史哪一邊的

時候，要求中方選邊站隊。汪文斌稱，中方一向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
策，一向站在和平、正義一邊。

籲各方克制 對話談判解分歧
汪文斌說，中方始終認為，烏克蘭問題有其

複雜的歷史經緯，各方合理安全關切都應當得到
尊重，應當徹底摒棄冷戰思維，通過對話談判尋
求烏克蘭及相關問題的全面解決，最終形成均
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一個時期以
來，中方積極推動烏克蘭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
習近平主席在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時強調，
有關各方應該堅持政治解決的大方向，充分利用
包括諾曼底機制在內的多邊平台，通過對話協商
尋求烏克蘭問題的全面解決。

汪文斌指出，烏克蘭形勢急轉直下後，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毅分別同俄、美外長通電話，指出
任何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都應得到尊重，聯合國
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應當得到維護，再次呼籲各方
保持克制，認識到相關問題的重要性，通過對話
談判緩和事態，化解分歧，“接下來，中方還將
繼續為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作出自己的努
力。中方的做法同美方製造危機、轉嫁危機、從
危機中漁利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究竟哪種做法
更有利於歐洲的安全穩定、更有利於歐洲的長治
久安，歷史會做出公正的結論。”

2011年以來美向俄制裁逾百次
汪文斌表示，當前，和平解決烏克蘭問題的

大門並沒有完全關上。中方希望有關當事方保持
冷靜和理性，致力於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
通過談判和平解決有關問題。中方將繼續以自己
的方式勸和促談，歡迎並鼓勵一切致力於推動外
交解決的努力。

有記者就美國宣稱制裁俄羅斯一事提問，汪
文斌表示，2011年以來美國已對俄制裁100多
次，事實表明，制裁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有
效途徑，只會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民生帶
來嚴重困難，最終損人害己。希望有關方面認真
思考，還是要努力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綜合報道

針對美國要求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選邊

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5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回應說，中方一向站在和平、

正義一邊。

據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官網25日稱，烏克
蘭國內局勢急劇惡化，中國在烏公民和中資企業
處於較高安全風險。使館表示，為準備分批包機
接返有關事宜，現開始人員登記，搭乘包機根據
自願原則，包機派出時間根據飛行安全情況確
定，屆時將提前通知。

使館同時提醒，請務必完整、仔細填寫後附
表格，登記時間截止到當地時間2月27日午夜12
時，登記人員須持有中國護照或旅行證，後續安
排需第一時間關注使館發布的通知。

此外，使館提醒在烏中國公民做好安全和疫
情防護，以保障人身安全為首要，並提前準備登
機物品，以便陸續接到通知後迅速行動。

◆綜合報道

中方擬分批包機接返在烏公民

烏克蘭首都基輔爆發激烈戰事，俄烏雙方
都聲稱在戰鬥中擊毀對方的戰機。當地的中國
留學生張同學受訪時表示，當地的詳細局勢現
在都不是很清楚，但從24日開始，基輔就不時
遭到導彈襲擊。當地華人劉先生也表示，基輔
上空已經有猛烈的交火，“有導彈及飛機在天
上來回飛，大家都能聽見。”

張同學表示，在聽到防空警報聲響起之
後，大量民眾都湧入地鐵站，目前其所在的地
鐵站最下面一層已經全部站滿了人，“中國駐
烏克蘭大使館一直指導在基輔的華人避難，為
我們提供基輔市內所有地下避難所的位置。”
另有報道指基輔一些中國留學生前往學校附近
的防空洞避難。劉先生也表示，當地的留學生
以及華人基本上都已經進入了避難設施避難，
“接下來大家就靜靜地等着大使館組織撤

僑。”
在烏克蘭北部蘇梅市的3名中國留學生均

已在防空洞內躲避，防空洞外還在交火。其中
一名留學生小黃（化名）說，我們問了宿管阿
姨，可能要這樣一直待很多天，但因為所有外
國留學生混合待在一起，有很大幾率感染新
冠，且可能會面臨食物不足的問題。所有人都
感覺非常疲憊，並且緊張，目前除了帶下來的
一些食物和僅剩的一些口罩外，沒有任何物
資。我們希望大使館能安排撤離，哪怕是撤到
周邊安全國家暫時居住也可以。”

在基輔工作的李小姐表示，她在這兩天不
敢出門，不過現在中國使館已經在組織包機，
這給了她很大信心。她同時稱，當地居民認為
烏克蘭和俄羅斯實力太懸殊，“戰爭未來兩天
可能就會得出結果。” ◆綜合報道

“基輔上空導彈橫飛”中國留學生進避難所待撤僑

烏克蘭華僑華人協會副會長許桂東身在烏東
部哈爾科夫市，距離頓巴斯地區較近。他表示在
24日凌晨約5時聽到幾聲爆炸聲，也不知道具體情
況。因為局勢突變，當地超市裏一直有居民在排
隊購物，加油站也大排長龍。

許桂東稱，“我們這邊的華人朋友都在互相
提醒注意安全，好在我們早做了一些準備，現在
算是平常心態。”

烏克蘭中國商會副會長何生根表示，他現在
位於距離首都基輔60公里的城鎮，他所屬的中資
企業在當地建有工廠，24日有一些當地工人暫時
沒有到來上班。他聽說基輔出城交通比較擁堵，
因此暫時不打算回基輔。

何生根說，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近期一直提

醒在烏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注意安全，他和一些
朋友在半個月前就開始準備生活物資，大家也在
微信群等平台互相提醒注意安全，我們準備好了
一個月的糧油米麵等物資。” ◆綜合報道

烏東華人早有準備 囤積一個月糧油米麵

◆◆ 有華人帶同家人躲進地下室避難有華人帶同家人躲進地下室避難。。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中國留學生在防空洞內暫避中國留學生在防空洞內暫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烏東部哈爾科夫市民眾在超市內排隊購物。
網上圖片

◆ 有華人早已準備充足食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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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單日

確診個案首次破萬，25

日再多10,010宗確診個

案，連同初確在內的呈報

個案近 2.2 萬宗，仍有近

500名幼童確診留醫，包括一

名危殆的5歲女童。再多47名病

人離世，包括日前公布的一名9歲男

童。新增離世者中，只有5人曾接種疫

苗。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25

日指，推算過去四周已有20萬名巿民染疫，其中僅三

分之一有向衞生防護中心呈報，而在個案不斷增加下，未有接種疫

苗的兒童及長者為高危群組，將出現不少死亡個案，故亟須盡快提升疫苗接種率，

包括參照澳門做法，安排私家醫生外展接種隊到學校為學童集體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新增確診個案連續三天見新高，25日更衝
破一萬大關。新增51名患者危殆、48人病

情嚴重，其中危殆個案包括一名5歲女童。該名
女童因為發燒和嘔吐，周四被送往瑪麗醫院，入
院後檢測呈陽性，及後因為心律過快，被送往啟
德兒童醫院心臟科跟進，其父親、傭人的快速檢
測均呈陽性，母親及姐姐亦有病徵。

再多47病人去世 42人未打針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

獻25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再多47名新冠肺
炎病人去世，分別為27男20女，年齡介乎9歲
至100歲，包括24日公布的9歲男童，其中僅4
人曾接種兩劑新冠疫苗，1人則接種了一劑，即
多達42人仍未打針。在47名死者中，有27人居
住院舍；41人為65歲或以上，餘下6人小於65
歲，包括該名9歲男童。

兩名相對較年輕同為48歲的患者，一人是
安老院院友，需長期臥床，有糖尿病、高血壓
等，另一人同樣有長期病患，患晚期腎衰竭，經
常抽筋、痙攣。一名50歲病人有濫用藥物史，
一名59歲病人需長期臥床及曾中風，一名64歲
病人則患糖尿病及癌症。

劉家獻表示，由於數據滯後，本周一（21
日）至周三（ 23日）有12名患者不治未及時公
布，令第五波疫情累計至今已有314名病人在公
立醫院離世，大部分為長者。

他又透露，仍有近500名病童留醫，正考慮
在感染控制中心或亞洲博覽館設家庭房，將確診
病童及家人一同治療。由於收治能力飽和，“是

多於我們可接受的病人數目，部分兒童可能仍在
社區等待入院。”因此，局方不再安排無確診的
家長與染疫子女一同住院，“想一下如果你是父
母，你的小朋友感染新冠肺炎等待入院，你也很
心急。你自己子女入了去，令下一人入不到，大
家也不想，大家同坐一條船，將心比己。”

何栢良25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香港實
際染疫人數遠高於特區政府公布的數字。根據醫
管局的病人入院篩查，有超過2%人呈陽性，而
澳門特區亦發現香港入境者的確診率為2.6%，
“種種訊號顯示第五波疫情，主要過去四個星
期，香港社區內應該有20萬宗陽性的結果，有
呈報到衞生防護中心的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在社區內的絕大部分是輕症患者。”

未接種高危者有100萬人
社區隱形病人雖多為輕症，但在個案不斷增

加下，令未有接種疫苗的兒童和70歲以上長者相
繼出現死亡個案。他認為香港必須推高疫苗接種
率，“目前新冠病毒的即時繁殖率達3或以上，
即一人可感染3人，但疫苗接種率跟不上，零劑
接種的高危者有100萬人，這樣不是辦法。”

何栢良倡安排私醫外展隊到校接種
何栢良建議特區政府分緩急輕重，盡快釋放人

力及配套資源等以提升接種率，倘能夠調動人手令
每日疫苗接種量增至30萬劑，甚至100萬劑，最幫
到市民應對疫情，又建議鼓勵私家醫生一起參與疫
苗接種計劃，例如參照澳門做法，安排私家醫生外
展接種隊到學校為學童集體接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加強對病人的
支援，24名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師生醫護主動請纓
於觀塘彩榮路體育館服務染疫長者，今起開始工
作。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25日與護理學院
學生到訪彩榮路體育館暫託中心，為該校師生即
將進行的支援工作前瞻考察。梁卓偉介紹，該體
育館用於暫託經醫管局轉介、病情相對穩定或康
復中的染疫長者，場地由社署聯絡，具體由保良
局運營，暫有約150張病床。目前運作近一周，原
本計劃只提供一般照顧服務，但由於長者多有長
期病患，需要定期用藥，存在醫療需求，故港大
師生自願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

24師生提供醫療服務
今次參與工作的有12名護理系學生，還有醫

學院老師、資深護師等合計24人，未來視乎病人需
要或作增減。首星期計劃每天兩更，每更12小時，
早更設1名醫生、4名護士及4名學護，夜更設1名
醫生，兩名護士及6名學護。學護工作原則上可計
入實習時間，並有一定車馬費，老師則屬義務支
援。若有長者病情惡化，會隨即透過急症直線送
院，場館內不會進行任何高風險醫療程序。

參與支援工作的5年班學護陳同學表示，雖然
實習上有其他選擇，但見到長者有需要，也希望
盡自己一分力幫手。

同時，香港醫管局正多方設法增加病床。醫
管局日前改裝亞博館面積較大的1號及2號展館，
有關工程已進入尾聲，其中2號館率先完成改裝，
提供近500張負壓病床，於24日投入服務，接收
部分從公立醫院轉移的確診長者。1號展館亦已大
致完成間隔工程，同樣可提供500張病床，最快可
望下周啟用。

據了解，亞博館除用於接收新冠確診者外，
另有3號、5號、6號及7號館，目前主要由社會福
利署負責運作，用於接收院舍或安老院的隔離檢
疫者。

天水圍醫院約300張病床收治新冠病人
此外，天水圍醫院即日起全院約300張病床

將用於收治新冠病人，正在天水圍醫院留醫的其
他病人會陸續轉院。該院急症室及專科門診將繼
續維持服務，專科門診的穩定病人會獲安排覆配
藥物，部分病人會使用視像診症；急症室則僅接
受緊急病人，其餘病人會送往屯門醫院，自行到
天水圍醫院求診者不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感謝市民大
眾同心抗疫，李嘉誠基金會25日公布，向參與協
助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的私家醫院，將基金捐
出的資助額增加1,000萬港元至5,000萬港元，以
支援5所私家醫院接收公立醫院非染疫病人。

李嘉誠基金會早前宣布，為支持香港全力抗
疫，及協助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支援私家
醫院接收公立醫院非染疫病人，首階段捐資3,000
萬港元，推出支援私家醫院計劃，連日來更不斷
加碼。

李嘉誠基金會25日表示，寶血醫院已加入了

援助行列，考慮接收急症病人，以便公立醫院騰出
病床，接收還在急症室輪候入院的病人。李嘉誠基
金會亦將資助額增加1,000萬港元至5,000萬港元，
以支援5所私家醫院接收公立醫院非染疫病人。

早前參與計劃的私家醫院，包括養和醫院、
港怡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和聖德肋撒醫院，
日前已開始接收醫管局轉介的病人。轉介個案全
由公私醫院雙方自行協調和處理。自本月19日宣
布計劃以來，參與的私家醫院已確定將處理逾百
宗緊急個案，包括因為新冠病情不能做心臟病手
術的病人，及會擴展至癌症病人。

請纓服務染疫長者 港大學護：盼盡一分力

李嘉誠基金會資助私院增至5000萬

單日確診首破萬單日確診首破萬

2.2萬
25日疫情 確診個案：1010,,010010宗宗 本地個案：1010,,006006宗宗

輸入個案：4宗 呈報個案：21,979宗
死亡個案：47宗 ( 2月21日至23日另有12宗未及公布 )
危殆個案：51宗

◆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957名醫管局員工染疫
◆逾30名病人經入院篩查初確，約80名同房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第五波疫情累計420間院舍有確診個案，
涉及1,500名院友及510名員工

公院情況

院舍情況

◆ 梁卓偉到彩榮路體育館見傳媒，護理學院兩名學
生亦出席，並分享支援受感染長者護理服務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專家推算過去四周20萬人染疫 僅三分一有呈報

◆◆ 秀茂坪邨秀華樓秀茂坪邨秀華樓2525日日
晚圍封強檢晚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楊潤雄在校長陪同下楊潤雄在校長陪同下，，視察學視察學
童接種新冠疫苗童接種新冠疫苗。。

呈報個案近呈報個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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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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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Feb. 28 – March 20  •  rodeohouston.com

2022 RODEOHOUSTON®

STAR ENTERTAINER LINEUP

1 2 3 4 5

CODY JOHNSON KEITH URBAN

MAREN MORRIS

GWEN STEFANISAM HUNT

KANE BROWN

KHALID

JOURNEY

CHRIS STAPLETON MARSHMELLO BRAD PAISLEY

for KING & COUNTRY RICKY MARTIN JON PARDITIM McGRAW
Armed Forces Appreciation Day

presented by BHP

87

28

9 10 11 12

BUN B’S H-TOWN
TAKEOVER

Black Heritage Day
presented by Kroger

PARKER McCOLLUM
RODEOHOUSTON Super Shootout®

presented by Crown Royal

LUKE BRYAN
First Responders Day

presented by BP

6

LOS TUCANES
DE TIJUANA

Go Tejano Day
presented by Fiesta

1514 16 17 18 1913

DIERKS BENTLEY

20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GEORGE STRAIT
with special guest Ashley McBryde

Buy Tickets Today!
rodeohouston.com

曉市頓同源會本周三晚舉行交接典禮曉市頓同源會本周三晚舉行交接典禮
會長趙婉兒率領會長趙婉兒率領20222022團隊宣誓就職團隊宣誓就職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後排左二後排左二））與久未歡聚的好友與久未歡聚的好友
們在會上開心合影們在會上開心合影。（。（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鄭昭鄭昭、、郭郭

穎穎、、駱健明駱健明、、洪文湧洪文湧。。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右右））在大會上與在大會上與
貴賓貴賓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中中））黃依莉黃依莉

副主任副主任（（左左））合影合影。。

出席的貴賓在大會前合影出席的貴賓在大會前合影。。

同源會會長趙婉兒同源會會長趙婉兒（（左二左二））與夫婿洪文湧與夫婿洪文湧
（（右二右二））在大會上與來賓僑教中心陳奕芳在大會上與來賓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主任（（右一右一）、）、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左一左一）。）。

曉市頓同源會全體諮詢顧問宣誓就職曉市頓同源會全體諮詢顧問宣誓就職。。

曉市頓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曉市頓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右右 ））頒發感謝頒發感謝
狀給趙婉兒狀給趙婉兒 （（中中）、）、劉秀美劉秀美（（左左）。）。

曉市頓同源會新任副會長曉市頓同源會新任副會長DwightDwight
SungSung （（右二右二））宣誓就職宣誓就職。。 曉市頓同源會新任會長趙婉兒曉市頓同源會新任會長趙婉兒（（左左））在前會在前會

長關振鵬律師長關振鵬律師（（右右））的監誓下宣誓就職的監誓下宣誓就職。。

曉市頓同源會新任團隊在前會長關振鵬律師曉市頓同源會新任團隊在前會長關振鵬律師
（（右一右一））的監誓下宣誓就職的監誓下宣誓就職。。

曉市頓同源會新任團隊與歷任會長合影曉市頓同源會新任團隊與歷任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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