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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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因應烏克蘭局勢召開緊
急特別會議，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
基斯利茨亞（Sergiy Kyslytsya）疾
呼應 「大聲要求俄羅斯停止進攻烏
克蘭」，俄羅斯大使則反稱烏克蘭
要為俄國入侵負責。此外，美國以
「損害國家安全」為由，驅逐俄羅

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12名成員。
緊急特別會議於2月28日召開

，在100多國代表輪流發言後，預
計今(2)日就烏克蘭局勢決議草案投
票表決。而俄羅斯也結束為期1個
月的安理會輪值主席國任期，3月
起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擔任。

基斯利茨亞呼籲，聯合國大會
應大聲要求俄羅斯停止進攻烏克蘭
，因為如果烏克蘭不能生存，國際
和平將無法生存。他譴責俄軍攻擊
民用設施，如幼兒園和醫院，是觸
犯了 「戰爭罪」。

俄 駐 聯 合 國 大 使 涅 本 齊 亞
（Vasily Nebenzya）則反指烏克蘭
要為俄羅斯的入侵負責。 「對我們
來說，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一條紅線
」，他批評美國 「在背後煽動、慫
恿烏克蘭」，並重申讓烏克蘭 「非
軍事化和非納粹化」的要求。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張軍也發言

表示，中國支持歐盟、北約與俄羅
斯重啟對話，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理
念，妥善解決包括俄羅斯在內各方
的安全訴求，尋求構建均衡、有效
、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實現歐
洲大陸的長治久安。

在聯大緊急特別會議召開同日
，美國宣布驅逐俄羅斯駐聯合國代
表團12名成員，命他們在7日前離
開。美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達爾
頓（Olivia Dalton）指出，這些成
員是俄國情報人員，濫用在美居留
權，此驅逐行動已醞釀好幾個月。

美驅逐12名俄駐聯合國外交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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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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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ver the
last five days and because of the
unexpected encounters and
resistance of the Ukraine people,
Russia did not capture the capital
within their planned expectations.
The Ukraine authorities claimed it
had killed 3,000 Russian
soldiers, destroyed more than
100 tanks and hundreds of
armored vehicles and
helicopters, even though both
sides had agreed on a peace
negotiation. But this war already
ha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world
politics.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in
particular 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unwilling to send in troops to
Ukraine to resist Russia.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olls,
more than 72% of Americans are
unwilling to be involved in a
foreign war. We learned from

Korea,Vietnam and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the Middle East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lost their
lives.

Ukraine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sident Biden really
worries that a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may trigger
World War III. For
those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are unwilling to
ge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war.

Unfortunately, politics is
very realistic. No
leaders are willing to
make sacrifices against
their core interests.

When Mr. Zelensky took over
power in Ukraine in 2019, as a
former TV star, he never thought

that where he was headed would
turn into a global disaster.

0303//0101//20222022

Why We DonWhy We Don’’t Sendt Send
Troops To UkraineTroops To Ukraine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連打五天，普丁未料遭
遇到烏克蘭人民之頑強抵抗，並未在他預期內
攻下首都，烏方宣稱已殲滅三千俄羅斯軍人，
超過一百輛坦克車，數以百年計的裝甲車和直
升機，但是戰爭仍然激烈進行中，雖然雙方同
意進行和談，但是這場戰爭可能已經改變了未
來全球戰略之格局。
我們要特別指出，為什広美國不願意以地

面步隊或空軍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之入侵，
根據最新的民調，美國人有百分之七十二以上
之不願意再捲入國外之戰爭，二次大戰之後從
韓戰、越戰、阿富汗、中東各地之慘痛経驗
，多少美國子弟葬身海外，烏克蘭是美國和北

約要拉攏之國家，但是從地緣政治上它對美國
不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拜登總統考慮到和普丁
對抗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基於以上原
因，包括所有北約及歐盟各國都不願直接捲入
這㘯戰爭。
遺憾的是，烏克蘭這位從喜劇演員出道的

總統，只有自求多福了，政治是非常現實的
，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願意犧牲自己的核心利
益。
烏克蘭事件正在说明了美國對未來世界局

勢之方向，這是個現實問題，拜登總統也只有
這么做了。

美國為何不願出兵支援烏克蘭美國為何不願出兵支援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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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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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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子能機構：
烏克蘭核電站無異常

綜合報導 烏克蘭有4座核電站，共計15座核反應堆，提供烏克蘭

所需電力的大約50%。國際原子能機構說，依據烏克蘭核能監管部門當

天通報，烏克蘭核電站繼續處于“穩定和正常運行”狀態。

烏方25日報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輻射水平升高，原因可能是重

型軍車揚起沾染了放射性物質的塵土。國際原子能機構說，評估結

果認定，輻射值不高，“對公衆不構成任何危險”，這一核設施繼

續正常運行。

烏方24日稱，經過激烈戰鬥，烏軍失去對切爾諾貝利核設施的

控制，這一設施已被俄軍控制。俄方說，俄軍與駐紮在切爾諾貝利

核電站的烏克蘭國民警衛隊部隊達成協議，共同保障這一核設施的

安全，核電站工作人員繼續監測輻射水平，並將核電站維持在正常

模式。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位于烏克蘭首都基輔以北 100 余公裏處。

1986年4月26日，這座核電站4號機組反應堆爆炸，造成世界上最嚴重

的輻射泄漏事故之一。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拉斐爾· 格羅西26日強調，各方必須避免采

取可能危及核設施安全運行和危及核物質安全的行爲，否則可能對人類

健康和環境造成嚴重後果。

阿富汗陷入饑荒，父母靠賣子女或器官艱難度日

近半兒童營養不良

綜合報導 全世界都在聚焦俄烏紛爭

，其實阿富汗人民也是艱難度日，正處于

一場毀滅性的饑荒之中，2300萬人面臨饑

餓（2020年數據顯示阿富汗總人口爲3900

萬）。大規模的饑荒主要是由嚴重的幹旱

引起，自塔利班在8月接管後，美國凍結

了阿富汗的資産，這使情況變得更糟，民

不聊生一點不爲過。

然而，與不同以往，這場饑荒幾乎沒

有得到仍在應對新冠

肺炎大流行的其他國

家的關注或幫助。在

這裏，一個世界宣明

會(World Vision，一

個以兒童爲本的國際

性救援機構)在阿富

汗的衛生工作者講述

了正在經曆的現實，

一起看看。

我最近老失眠，

腦子裏一個畫面揮之

不去，那天，我看到

一個年輕女孩在一個年長男子的懷裏，一

看就不是自願的。她一直在求助，向自己

的媽媽求助，因爲她的母親把她賣了，這

樣就能拿到一些錢繼續生活，血脈親情在

求生面前立馬消失。我真的很壓抑，自己

也是媽媽，見不得這樣慘烈的場面，孩子

心裏該是多麽無助，怎麽面對往後的人生

。這就是阿富汗赤裸裸的現實，每次想起

她都很想哭。

阿富汗是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30多

年戰亂産生了很多難民。但往年大家似乎

都有方法應對，讓自己活下去。而現在是

他們最嚴重的饑餓危機，近半數兒童營養

不良，瘦骨嶙峋。女兒一般都被賣了，其

實也是迫不得已，接著就是父母變賣自己

的器官，開始走上了傷害自己，求得生存

的極端道路。

天災人禍一並降臨到這個正在經曆嚴

冬，幹旱，暴雨，地震的國度。即便有外

來物資援助，天氣造成的阻礙也使得藥物

等無法及時到達。流動診所每天大概接待

80名嬰兒和150名成人，大家都是饑寒交

迫，呼吸困難。這些貧困家庭都是一無所

有，他們沒有足夠的衣服和暖氣來度過嚴

冬。

對于他們來說，燃燒塑料袋等有毒物

質能取暖已經很不錯了。他們通常來自非

常偏遠的地區，爲孩子們提供食物和藥品

，但有時來得太晚了，錯過了最佳補給和

治療時間，這種情況下，大約50%的嚴重

營養不良的兒童都無法存活。

被踢出SWIFT
俄羅斯經濟會迎來毀滅性打擊嗎？

綜合報導 俄烏衝突升級後，俄羅斯

面臨的制裁措施也不斷升級。

美國白宮發表一份美歐聯合聲明

稱，爲應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采取

軍事行動，決定將部分俄羅斯銀行排

除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

付系統。

外界普遍認爲，踢出SWIFT是金融

“核彈”，將對俄羅斯經濟有毀滅性的

影響。到底什麽是SWIFT制裁？對于俄

羅斯意味著什麽？

SWIFT全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成立于1973年，總部位于比利時布魯

塞爾，是國際銀行同業間的非營利性合

作組織，負責管理 SWIFT 結算系統。

SWIFT結算系統爲全球銀行及其他金融

機構、企業提供安全的金融信息傳輸服

務。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向中新

財經表示，一家金融機構被禁止使用

SWIFT結算系統，那麽它基本上就中斷

了與全球銀行間市場的聯系。如果俄羅

斯金融機構被禁止使用SWIFT結算系統

，那麽基本上就意味著這些金融機構將

很難進行跨境資金轉移，進而可能影響

到俄羅斯全球資金往來和國際貿易的順

利開展。

董希淼指出，將俄羅斯主要金融

機構排除在 SWIFT 結算系統之外，就

相當于將俄羅斯從國際金融圈這個

“朋友圈”刪除了，這就基本意味著

俄羅斯中斷了與國際金融、貿易體系

的聯系。

被踢出之後，俄羅斯主要金融機構

將無法與全球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跨境

的支付、結算等業務，俄羅斯跨境金融

系統有被癱瘓的危險。與俄羅斯相關的

國際投融資行爲，也將可能被中斷，這

將可能進一步加劇俄羅斯金融市場震蕩

和資本外流。俄羅斯居民的涉外收支，

也有被中斷的危險。所以，俄羅斯主要

銀行等金融機構被排除在SWIFT結算系

統之外，不亞于向俄羅斯投放了一枚

“金融核彈”，其後果是比較嚴重的，

影響是比較深遠的。

董希淼認爲，此次歐美主要國家宣

布將選定的俄羅斯銀行剔除出SWIFT結

算系統，又一次將SWIFT結算系統作爲

制裁對手的手段和工具，這也意味著歐

美對俄羅斯的制裁從政治、軍事、經濟

領域蔓延到金融領域。

董希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歐美主要國家宣布將俄羅斯部分而不是

全部銀行剔除出SWIFT系統，這可能是

爲歐盟部分國家購買俄羅斯天然氣保留

了支付渠道。衆所周知，歐盟部分國家

在能源上高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所以

這次制裁沒有將俄羅斯全部銀行排除在

SWIFT結算系統之外，可能有這方面的

考慮。

此前，美國也曾將SWIFT系統作爲

制裁工具，制裁了伊朗、朝鮮等國家，

將兩國排除在SWIFT結算系統之外，給

兩國經濟帶來了較大影響。

董希淼認爲，其實俄羅斯政府早

就將如何替代 SWIFT 系統作爲一種假

設進行研究和應對，比如說采取一些

替代方案，包括建設俄羅斯央行自己

的金融信息傳輸系統。但是到目前爲

止，俄羅斯央行金融信息傳輸系統只

有 8 家外國銀行參與，發揮的作用十

分有限。所以，這一次俄羅斯主要金

融機構被排除在 SWIFT 系統之外，將

給俄羅斯經濟帶來比較大的影響，而

且這種影響還將持續比較長的一段時

間。

女王皇家衛隊熊皮帽花費近千萬元
造價昂貴還遭動物保護人士抗議

綜合報導 在倫敦旅遊的遊

客，必定都會來白金漢宮參觀

皇家衛隊的換崗儀式，而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衛兵們頭上戴著

的傳統黑色熊皮高帽。不過高

帽雖然看著帥氣，卻價值不菲

。據報道，英國國防部竟在這

些帽子上花費了累計115萬英

鎊（約合人民幣974萬元）。

由于皇家衛兵一直使用的

是真的加拿大黑熊皮毛，所以

造價非常高昂。英國國防部去

年就購買了 23 件毛皮，價值

3.933萬英鎊（約合人民幣33萬

元）。而自 2014 年以來，英

國總共以超過100萬英鎊（約

合人民幣847萬元）的價格購

買了914張黑熊皮毛。無論是

皮草的數量還是金額，都令人

瞠目結舌。

與此同時，皮毛的使用還

遭到了衆多動物權利維護者的

反對。抗議者們希望士兵所佩

戴的帽子能用假皮草來取代真

熊皮。這其中包括英國首相鮑

裏斯· 約翰遜（Boris Johnson）

的妻子凱莉· 西蒙茲（Carrie Sy-

monds）、時裝設計師斯特拉· 麥

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動物

權利組織皮特（Peta）、加拿大

裔美國女演員帕梅拉· 安德森

（Pamela Anderson）等人。

盡管抗議聲音從世界各地

傳來，英國卻仍堅持使用黑熊

皮草。一封從首相鮑裏斯處泄

露的信件顯示，國防部已對一

種人造皮草替代品進行了測試

，結果表明其脫水率不足，且

視覺評估不佳。這些都不符合

全年和全天候佩戴的禮儀帽標

准，國防部因此未有計劃推進

人造皮草。

一位陸軍發言人說：“衛

兵戴的熊皮是我們引以爲豪的

軍事曆史和身份特

征的一部分。目前

找不到適合的替代

皮。而且熊皮是

類似牛皮、羊皮

、獸角的一種副

産品，與專門爲了

收集皮毛而飼養動

物不同。”

但譯君想說，

如今人造皮草的功能與外觀已

足夠滿足昔日使用動物皮毛的

需求，況且事實上英國士兵經

常因在高溫下佩戴熊皮帽而中

暑暈倒。所以國防部堅持使用

黑熊皮草的原因究竟是爲了講

究高質量，還是爲了維護所謂

英國皇室的尊嚴呢？

法國研究證實：
貧困和低學歷人口的新冠疫苗接種水平低

綜合報導 法國衛生部調查研究評估統計局（Dree）和法國國家

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法國人口的

新冠疫苗接種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狀況、教育程度或職業

背景等因素。

據法新社報道，這項兩大機構于2021年 6月 24日至8月9日聯合

進行的調查顯示，截至2021年 7月，在法國本土接受調查的成年人

口中有 72.2%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疫苗。其余約三分之一受訪者中

，9.8%打算接種疫苗，9.8%不確定是否會接種疫苗，8%明確拒絕接

種疫苗。

調查期間，法國生活水平最低的10%成年人口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

苗的比例爲55%，生活水平最高的10%成年人口這一比例爲88%，在職

和退休體力勞動者爲65%，在職和退休管理人員爲83%，低學曆成年人

口爲70%，擁有高等教育學曆的人口爲79%。此外，法國非歐洲移民及

其後代的新冠疫苗接種水平低于全國成年人口平均水平，接種率分別爲

59%和53%。

法國衛生部調查研究評估統計局指出，無論年齡或健康狀況

如何，新冠疫苗接種水平都存在這種社會背景方面的顯著差距，

這與以往其它疫苗接種運動中觀察到的差距相似。一些年長人口

和低學曆人口談到，在疫苗接種預約方面存在困難，需要找別人

幫助預約。但此次研究沒有對未接種疫苗人員的具體困難進行量

化。

另一方面，法國人對政府抗疫措施的信任程度也是接種疫苗的重要

影響因素，對政府決策非常有信心和完全沒有信心的成年人口中，接種

至少一劑新冠疫苗的比例分別爲85%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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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因致力團結歐
洲 盟 友 和 其 他 國 家 反 對 俄 羅 斯 總 統 普 丁
（Vladimir Putin）入侵烏克蘭，贏得讚譽，他
將在1日的國情咨文演說中，轉而團結美國人
。

拜登政府官員表示，隨著烏克蘭衝突愈演
愈烈，拜登打算利用這次年度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說，來強調對抗蒲亭，以及推
動國內經濟議程的重要性，包括重新引介陷入
停滯的 「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
計畫。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昨天表示
， 「每次國情咨文演說也都反映當時情勢」
。 她說，拜登將詳細說明他如何 「團結全世
界，為民主挺身並反對俄羅斯侵略」。

分析人士表示，民主黨人想在11月8日的
期中選舉繼續掌控美國眾議院，也許還包括參
議院，料將困難重重，如此一來有可能癱瘓拜

登的政策目標。拜登民望回升，會讓他繼續執
政的工作變得容易些。

田納西州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
sity）政治學者和輿情專家吉爾（John Geer）
說： 「這次演說來得正是時候，他需要抓住這
個全國性舞台的機會，設定一個能提供更光明
未來的方向。」

此外，西方各國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採
取一連串制裁行動，莫斯科因而將其核子嚇阻
部隊置於高度警戒狀態。拜登昨天表示，美國
人不必擔憂會爆發核戰。

拜登在白宮的一場活動接近尾聲時，有人
高聲提問，美國民眾是否該擔心爆發核戰，拜
登說： 「不用。」

當天稍早，白宮官員表示，美國目前沒有
理由改變核武警戒層級，白宮新聞秘書莎琪在
與記者的簡報會上也重申了這一點。

烏克蘭衝突延燒 拜登尋求藉國情咨文團結美國人

美國總統拜登28日和歐盟、北約、加拿大
、法、德、日、波蘭等國領袖通話，除了肯定
烏克蘭人在面對俄羅斯入侵的軍事行動時所展
現的勇氣，也商討持續援助烏克蘭，以及制裁
俄羅斯的選項。北約盟國已加強對烏克蘭的支
援和安全協助，以及人道和財務援助。

據CNN新聞網報導，白宮表示，他們在
這次通話中，談到加強合作，以制裁俄羅斯，
讓莫斯科面對嚴重的代價和後果，同時維持全
球經濟穩定，包括能源價格等。不過，就在烏
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繼

續要求，在烏克蘭設置禁航區之際，白宮周一
說，拜登對讓美軍置身衝突外的承諾十分堅定
。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強調，拜登
已經很明確地表示過，他不打算派兵和俄羅斯
交戰。她指出，由於禁航區需要兵力執行，那
其實恐怕就是直接衝突， 「甚至可能是和俄羅
斯開戰，而那是我們不打算置身其中的」。其
他美國官員也說，美國在烏克蘭設置禁航區目
前不在考慮範圍內。

參戰免談！加強制裁俄 拜登和北約與歐盟11領袖通話

美國國防部今天表示，現仍研究俄羅斯總統
普丁下達的核武部隊動員令；此外，白俄羅斯尚
未加入烏克蘭戰事。

美國國防部一名高層官員說： 「關於普丁總
統昨天的宣布，我們現仍儘量密切地監視和觀察
…我認為，從他指出的方向還看不出任何明確的
行動。」

普丁在發動烏克蘭戰事4天後的2月27日宣
布，他已下令軍事首長， 「訓令俄羅斯軍隊的嚇
阻部隊進入特別戰鬥模式」。

但西方官員指出，俄羅斯強大核子武器的態

勢並無任何明顯改變。
上述美國官員稱，普丁此舉 「沒有必要而且

很可能會使情勢惡化」。他堅稱，俄羅斯並未遭
到西方戰略威脅，普丁的意圖令人難以理解。

這名官員說，普丁命令中的措詞與動員核子
部隊該有的措詞並不一致； 「那不是準則術語…
他說的是 『特別戰鬥任務警戒』…就我們了解，
這不是俄羅斯核武準則的專業術語」。

他並說，並未發現白俄羅斯軍隊參與俄軍的
侵烏行動，儘管外界有此疑慮；同時並無證據顯
示，俄國將在白俄羅斯部署核子武器。

普丁下達核武部隊動員令 美國防部官員曝難以理解意圖

俄烏戰事讓西方國家一面倒譴責俄羅斯，不
過，中國始終未明確反戰。白宮於美東時間2月
27日呼籲中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強調 「這
不是旁觀的時候」。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
娃在被媒體問到俄國在世界上是否還有朋友時則
表示， 「俄羅斯在世界上還有朋友，特別是中國
」。

《美國之音》報導，白宮新聞發言人莎琪在
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方面需要採取更多行動，
「這不是旁觀的時候。現在是發聲並譴責普丁總

統的行為和俄羅斯入侵一個主權國家的時候。」
她表示，美國總統拜登最近還未和中國領導

人習近平通話，但不排除在未來通話的可能性。
「歷史正在被書寫，中國領導層很重要的一步就

是要審視他們自己，真正評估他們打算站在哪裡
。」

回顧近日中國對俄烏情勢的態度，2月21日
普 丁 簽 署 法 令 ， 承 認 烏 克 蘭 東 部 頓 涅 茨 克
（Donetsk）與盧甘斯克（Lugansk）獨立，22 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接連迴避
了14題未正面作答，新華社報導普丁承認烏克蘭
東部2個 「共和國」時，特別使用引號，顯示中
方未承認2 「國」地位。

戰事爆發後，當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動譴責
和制裁之際，中國也未明確挺俄，稱烏克蘭問題
「有其複雜歷史經緯，局勢演變至今是各種因素

共同作用的結果」。
隨著俄烏戰事愈演愈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25日與普丁通話，表示 「支持俄羅斯與烏克蘭
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中國依舊保持模糊立場，
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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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未將莫斯科的行為稱
為 「入侵」。

甚至在2月25、27日的兩場聯合國的會議上
，分別要求俄羅斯撤軍、就俄烏局勢舉行緊急決
議，中國都投下棄權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
軍還強調， 「當務之急是各方保持必要克制」。

不過，觀察大陸媒體近2天的報導，立場似
乎有些 「鬆動」，有陸媒以 「俄國內反戰情緒湧
動，俄氣候代表為烏克蘭遭進攻道歉」為題報導
；大陸時政新媒體 「牛彈琴」點出，國際輿論至
少在英、法、西班牙語等體系， 「毫無疑問都呈
現罵俄羅斯的一邊倒狀況」。這些報導都沒有被
官方刪除。

美促中國表態 這不是旁觀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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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變質白菜製作泡菜產品
韓知名泡菜製造商關閉工廠

綜合報導 在被曝光使用腐爛

變質白菜制作泡菜後，韓國知名泡

菜制造商“漢城食品”向消費者道

歉，並稱目前已關閉涉事工廠，並

著手開始調查。

“漢城食品”還表示，將迅速

進行自身全面檢查和外部專家精密

診斷，以消除疑惑。“我們將以不

惜永久關閉工廠的決心，全面整頓

衛生和質量管理體系。”

22日，韓國MBC電視台公開

播放了在“漢城食品”子公司運

營的泡菜工廠，工作人員處理變

質的白菜和發黴的蘿蔔等不衛生

的畫面。

視頻播出後，“漢城食品”方

面曾解釋說:“腐爛或不能吃的部

分在材料加工過程中會全部銷毀，

沒有用于成品泡菜。”

報道稱，韓國食品醫藥品安

全處已對相關工廠展開了現場

調查。

據介紹，該公司的理事金順子

2007年被政府指定爲“傳統名人(

韓國傳統飲食名人)29號”、“泡

菜名人1號”，除了韓國傳統泡菜

外，還開發了很多專利泡菜産品。

緬
甸
一
佛
寺
發
通
告
：

過
夜
須
帶
上
這
些
東
西

綜合報導 爲了開展有效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與緊急響應工作，馬圭省

敏巫縣著名佛寺曼瑞塞朵，限制外來

人員留宿過夜。佛寺僧伽管理組表示

，接下來，佛寺會按照疫情防控規定

對外開放，想要留宿的拜佛人員除了

需要出示已接種疫苗證明外，還需要

提供個人身份證及戶口本複印在內的

有效證件。

據悉，曼瑞塞朵佛寺開設在曼河

附近，只在白天對拜佛人員開放。想

要在佛寺內過夜的拜佛人員，需要向

佛寺僧伽管理組登記相關信息，在獲

得批准後可以在指定的對外接待的僧

院內過夜。

疫情期間，爲了避免民衆紮堆聚

集，宗教場所分三個時間段開放，各

地宗教場所需按照規定接待拜佛人員

。此外，多地寺廟、尼姑庵還接到上

級指示，禁止外來人員留宿過夜。在

接待外地僧人、尼姑等宗教成員時，需要及時向所在地

區有關部門登記住宿信息。

政局動蕩期間，內比都、仰光、曼德勒等城區，經

常有軍警安保人員上門核實住宿信息。在接連發生多起

炸彈襲擊與凶殺案後，緬甸中央反恐部門發布通告，向

被通緝人員或恐怖組織租賃房屋，一經查實將被依法強

制沒收名下所有財産。

木姐口岸傳來好消息
緬甸商人卻擔心邊貿再次關閉

綜合報導 中緬最大口岸木姐口岸什

麽時候開放，成爲中緬邊貿商人最關心的

事情。最近，緬甸方面表示木姐口岸有望

在三月份重啓。

緬甸商務部秘書長U Thaung Naing表

示，爲了能夠重新開放緬甸方木姐市滿溫

口岸（音譯）和中方姐告口岸，兩國相關

部門正在協商，爭取在確保疫情得到控制

的前提下，在三月份重新開放。

2021年 7月8日起，中緬最重要的木

姐口岸開始關閉，只允許藥品和醫療用品

進入。2021年11月26日，木姐邊境的金三

角口岸重新開放。

緬甸疫情日益嚴峻，商人憂心邊貿再

次關閉

木姐口岸有望重啓好消息傳出的同時

，部分商人卻憂心日益嚴峻的緬甸疫情形

勢，給邊貿帶來變數。

目前，緬甸境內感染新冠肺炎奧密克

戎毒株的人增多，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也猛

增，因此中緬邊境商人擔心受疫情影響，

中緬貿易會不會再次關閉。

緬中邊境貿易區木姐105碼邊境貿易

區，目前每天有200輛車通關，向外出口

商品。去年，受第三波疫情影響，中緬邊

境貿易口岸于2021年7月8日開始關閉，

緬甸一側木姐邊境貿易區緬甸出口商品數

月無法出口。

之後，疫情形勢好轉，在雙方的協商

之下，中緬邊境貿易才于2021年 11月 26

日開始試運行。現在

緬甸疫情形勢陡然嚴

峻，商人們非常擔心

中緬兩國之間的貿易

再次關閉。

木姐一名商人稱

，目前還沒有關閉，

還在正常貿易，每天

緬甸方有 90-100 輛左

右載著西瓜、香瓜、

碎米等的車輛通關，進入中國，有

90-100 輛左右運載建材、生活用品、電

力用品、醫療用品和食品等的車輛進

入緬甸。

根據商貿部發布的數據得知，受疫情

影響，中緬邊境重要口岸木姐邊境貿易區

出口額，今年比去年同時期下降了70%多

。今年財年（2021年10月1日-2022年2月

11日），4個月時間內，木姐邊境貿易區

獲得4.78億美元的出口額，獲得2200多萬

美元的進口額。

但 是 去 年 同 時 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2021年2月11日）4個月時間內，木姐

邊境貿易區獲得14.6億多美元的出口額，

獲得 7.84 億多美元的進口額，累計獲得

22.45億美元的貿易額。

日本阿蘇山和禦嶽山火山相繼出現噴發迹象

綜合報導 日本福岡管區氣象臺

24日宣布，熊本縣阿蘇山的噴火警

戒級別已經由二級（火山口周邊禁止

通行）提高至三級（禁止上山）。由

於從24日早晨開始，火山性微動的

振幅愈加強烈，因此判斷火山噴發的

可能性逐漸提高。

阿蘇山火山一旦噴發，距離火山

口大約2公裏的範圍內將會有大量巖

漿和落石出現，因此氣象臺提醒附近

民眾提高警惕。

另外，日本氣象廳23日將位於

長野· 歧阜縣境內的禦嶽山火山的警

戒級別從一級（警惕火山的噴發）提

高至二級（火山口周邊禁止通行），

並呼籲人們遠離火山口，並小心其周

圍可能出現落石。

據氣象廳介紹，從23日14點15

分開始，禦嶽山的火山性地震逐漸增

加，到當天17點已達到90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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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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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艙艙青衣青衣 極速建成極速建成 39003900床位收症床位收症
中央援建中聯辦協調中央援建中聯辦協調 20002000人趕工一周搞掂人趕工一周搞掂

在中央政府給予大力支援與中聯辦緊密協調下，香港

特區政府正全力在8個地點興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2月

28日下午，青衣方艙醫院建設率先完工，這是中央援建香

港的臨時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之一，佔地面積約6萬平方

米，可提供超過3,900張床位。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

等到現場考察。林鄭月娥讚揚，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建築

團隊分秒必爭，2,000名工人日以繼夜工作，讓項目在一

個多星期內完成，創造了香港建造界的一個奇蹟。她表

示，政府會全速推進設施盡快投入服務。陳冬強調要盡快

發揮設施作用，及時救治患者。現場消息指，最快3月1

日開始安排200人率先入住青衣方艙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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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早前與指定內地承建商中國建築國際
集團簽署合作協議，就8個地點興建社區隔

離及治療設施，青衣方艙醫院是其中一個。醫院佔
地面積約6萬平方米，可提供逾3,900張床位，已
於2月28日率先完工。

特首感謝建築工努力
林鄭月娥當日考察青衣方艙醫院時表示，自己

懷着非常感動的心情，由物色土地至交付承建商中
建國際只有短短7天。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建築團
隊分秒必爭，2,000名工人日以繼夜工作，讓項目
在一個多星期內完成，創造了香港建造界的一個奇
蹟。她感謝中建國際員工再次為香港的抗疫工作付
出的努力，讚揚他們以最大的勇氣和毅力，日以繼
夜地承建全港8個地點數以萬計的社區隔離治療設
施，這些設施可以令新冠患者在家居外隔離，減少
感染。

她表示，青衣方艙醫院將提供約3,900個床
位，讓沒有病徵或徵狀輕微的感染人士和其他需
要隔離人士入住，政府會全速推進設施盡快投入
服務。此項目是建築署上周與指定內地承建商簽
署合作協議，就8個地點興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
施之一，其他項目亦正全速推行中。

陳冬表示，青衣方艙醫院是應特區政府請
求，中央決定援建的項目。項目建設者爭分奪
秒、日夜鏖戰，僅用7天時間就順利完工，創造

了與時間賽跑的奇蹟。

陳冬囑加強後續管理
他強調，醫院建成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要使用好、管理好，加強後續管理，盡快發揮設
施作用，讓患者及時得到隔離救治。中聯辦將一
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履行抗疫主體責任，
全力支持林鄭月娥領導特區防疫抗疫工作。

林鄭月娥與陳冬還就盡快啟動青衣方艙醫院
救助感染患者等工作進行商議。

香港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2月28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現有隔離設
施十分不足，中央支持下興建的8個社區隔離及
治療設施一定有幫助，但即使全部交付，連同原
有的仍不足夠。即使方艙醫院等隔離設施主要服
務輕症甚至無徵狀患者，以一名護士對一百名入
住者，單是青衣方艙醫院已需要120名護士（以
每日三更計算），另加醫生當值，8個設施合計
更至少要逾千名醫護人員，“現時公立醫院人手
根本不足，何來再抽人？相信熟識方艙醫院照顧
方法的內地團隊幫到手。”

醫界倡聘旅遊從業員支援管理
相比醫護人員，林哲玄指方艙醫院更需要的

是房間與環境清潔，以及地方管理與支援等非醫
護人手，他認為可考慮招募香港本地旅遊從業

員，“招待本身就是他們的專長，且現在疫情下
他們都沒工開。”

食衞局：暫未知人手安排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2月28日追問多個政府部門的

方艙醫院人手安排等。想過發展局發言人僅回覆
指，日前已發出有關“建築署就八個地點興建社區
隔離及治療設施與指定承建商中國建築國際集團簽
署合作協議”的新聞稿，除此以外並無補充。香港
食物及衞生局則表示，暫未知青衣方艙醫院的人手
安排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中央
援建的青衣方艙醫院2月28日竣工。香
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2月28日
召開特區政府跨部門會議，並與中聯
辦、承建商舉行視像會議，全速推進青
衣社區隔離設施盡快投入服務，確保設
施的配套能夠符合應急需要。

李家超2月28日在特區政府跨部門
會議上聽取發展局匯報青衣社區隔離設
施的工程進度、保安局匯報有關設施日
常管理的準備情況，及食物及衞生局匯
報將為設施提供服務的醫護人員的準備
情況及配套。他指示各相關部門盡一切
努力，迅速做好準備工作，令青衣社區
隔離設施在交收後盡快投入服務，接收
沒有病徵或徵狀輕微的感染人士和其他
需要隔離人士。

在特區政府跨部門會議後，李家超
與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尹宗華，及承建
商中建集團總經理和代表舉行視像會
議，為交收青衣社區隔離設施項目作最
後準備。他感謝中聯辦全力協調，及中
建集團傾盡全力，馬不停蹄地開工，令
項目施工僅一個星期便完成，為香港提
供額外約3,900個社區隔離應急床位，
為支援香港穩控疫情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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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由國家衞
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
梁萬年帶隊的專家組一行5人於2月28日下午
抵達香港。梁萬年是至今到港最高級別的內
地防疫專家，他2月28日抵達下榻的酒店時
向傳媒表示，專家組到港指導和協助特區抗
疫工作，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他強調，香港第五波疫情嚴重，專家組
會抓緊時間努力工作，與香港的同行密切合
作充分交流，確保實施有效的防控措施，確
保香港市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梁萬年帶隊的專家組是第三批到港的內
地抗疫專家，他們2月28日下午經深圳灣口
岸抵港。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中聯
辦副主任陳冬、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等在深圳灣口岸迎接。林鄭月娥
在迎接時表示，感謝中央應特區政府請求，
派來的第三批應對疫情的頂級專家，他們抗
擊新冠疫情的豐富經驗，將十分有助特區應

對現時前所未有的嚴峻疫情。專家組到港
後，將會與本地衞生防護部門交流內地抗疫
的成功經驗，並將馬不停蹄地考察抗疫鏈中
的各項工作，對香港應採取的疫情防控政策
提出寶貴建議。

陳冬：為特區提供重要智力支持
陳冬表示，第三批專家組到港，再次體

現了中央對香港抗疫工作的大力支持和親切
關懷，將為特區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有助
於香港盡快穩控疫情。中聯辦將積極配合各
位專家的工作，與香港社會各界一道齊心抗
疫。

陳冬陪同梁萬年於下午5時許抵達下榻
酒店。梁萬年對在場傳媒表示，香港第五波
疫情牽動着全國人民的心，中央高度重視，
要求全國上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
抗疫工作。專家組到港指導和協助特區抗疫
工作，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他說：“當下疫情嚴重，專家組會抓緊

時間努力工作，與香港的同行密切合作充分
交流，確保實施有效的防控措施，確保香港
市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並強調，
相信在中央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堅強領導和
社會各界團結一心下，香港一定能早日戰勝
疫情。

是次抵港的專家組其他成員包括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衞生應急中心主任李群、北京協
和醫學院群醫學及公共衞生學院執行院長楊維
中、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衞生應急中心監測
預警與風險評估室主任向妮娟，以及北京大學
公共衞生學院研究員劉珏。

另外，林鄭月娥早上亦與內地新冠肺炎
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廣東省老年醫學研究所
所長覃鐵和及其成員會面，聽取他們自本月
19日抵港起考察特區在治療新冠肺炎方面的
意見和建議。

她強調，及時治療重病患者和減低死亡
個案是確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的
必要措施。

梁萬年率團抵港：與港同行商有效措施

◆林鄭月娥（左一）和陳冬（左二）聽取承建商
人員介紹方艙醫院設施。

◆梁萬年表示，專家組會抓緊時間努力工作，與香港的同行密切合
作充分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青衣方艙醫院建設青衣方艙醫院建設22月月2828日率先完工日率先完工，，可提供超過可提供超過33,,900900張床位張床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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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台北市長選戰，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支持的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參選態勢明朗，兩人都已積極布局選戰；民進
黨雖不缺人選，但卻要等到6月才拍板，令基
層相當著急。民進黨市議員坦言，兩位對手已
經跑得如火如荼，的確會有焦慮感，盼盡快有
母雞站出來。

民進黨台北市長目前以衛福部長陳時中及
前交通部長林佳龍最常被點名，陳時中獲英系
力挺外，綠色友誼連線的立委何志偉、新潮流
的立委吳思瑤也表示支持；林佳龍則是正國會
領袖，民進黨北市議員陳怡君、王世堅都曾表
態支持林，不過，民進黨恐到6月才會確定人
選。

陳怡君說，林佳龍具備台中市長、交通部
長的完備歷練，一旦宣布參選，民調有機會急
起直追，且林較年輕，具有爆發力及勝選潛力
，直言 「林佳龍是最佳選項」。

陳怡君還說，基層認為林佳龍形象好，雖
然之前民調略輸陳時中，但陳時中無論在疫情
穩定或危險之時，民調都差不多、已達最高點
，林佳龍還有向上的空間。

陳怡君坦言，基層希望黨中央趕快定奪，
別讓大家等太久，畢竟首都之戰不好打，有母
雞之後大家就一起團結打台北市長選戰，戰力
才會顯現出來，提出新的願景。

民進黨北市議員鍾佩玲指出，蔣萬安、黃
珊珊已跑得如火如荼，目前還是防疫優先，體
諒小英總統將時程往後延的決定，但是一定會
焦慮，常常被問到底派誰，只能告訴支持者，
人選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鍾佩玲認為，陳時中果斷有魄力的形象不
同於其他政治人物，也獲得許多基層民眾好感
，從民調中可看出，面對藍白夾殺，陳時中是
最有希望突圍的人選；她坦言，若陳時中參選
，疫情是最大變數，但台灣防疫至今，相關機
制均已成熟運作，且台灣公衛領域人才輩出，
一定會有合適的人選接下防疫重任。

同為民進黨的議員簡舒培強調，民進黨跟
柯文哲合作那年也是到6月多才確定人選，民
進黨的時程沒有慢，是國民黨、民眾黨非常積
極，除了林佳龍、陳時中，民進黨還有很多人
選在選擇，若陳時中參選時疫情擴大，一定是
攻防重點，民進黨都會一併考量。

台北市長 首都之戰民進黨派誰 基層焦急

教育局公布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作業
辦法草案，111學年度起將29個行政區依地緣
性畫分為9大分區，入園資格改為 「設籍或寄
居於欲選擇幼兒園所在行政分區幼兒」。新北
市議員張維倩反映，居住行政區交界的幼兒恐
無法就讀自己學區，建議市府應研議 「放寬資
格或採學區制」。教育局表示，已納入考量並
修正簡章。

教育局上周公布修訂 111 學年度公幼招生
簡章草案，在每1幼兒以登記1幼兒園為限原則
下，將原登記入園資格設籍該29行政區改為9
大行政分區，登記入園資格由原 「設籍該行政
區幼兒」改為 「設籍或寄居於欲選擇幼兒園所
在行政分區幼兒」。

張維倩表示，改為9大分區後，中和、永
和區是屬於 「雙和分區」，許多住在中和與板

橋交界民眾反映，若以學區來說應就讀海山國
小，但以公告的分區抽籤，要就讀海山國小必
須往後一個順位，可是都會區每個公幼的備取
人數動輒百人，若是依照市府的設定，排在下
個順位就幾乎等於抽不到，造成住隔壁卻抽不
到的現象。

張維倩建議，應研議放寬資格或採取學區
制，像台北市公立幼兒園就針對5足歲幼兒於
第一階段優先入園招生有 「學區限制」，市府
應重新檢討擴大分區抽籤制度，避免排擠學區
內幼兒。

教育局表示，為保障幼生就近入學權益，
已將此類情況納入考量並研擬完整公平的配套
措施，修正簡章將幼兒所在國小學區及行政分
區皆納為優先資格，111學年度招生簡章預計4
月上旬公告，5月下旬前開放報名。

住公幼隔壁抽不到 議員建議學區制
民眾黨標榜 「酒駕零容忍」，日前卻有兩位

直轄市議員提名人遭爆酒駕前科，雖然分別退選
、退黨，仍引發質疑。民眾黨昨通過修正提名辦
法，明定未涉刑責、未達公共危險罪、未拒測，
且初犯超過10年，這樣條件下可例外接受提名
；祕書長謝立功強調，考慮到 「更生人」概念，
因此通過微調版本。

民眾黨昨也發布新人事案，祕書長謝立功率
領新任的文宣創意部主任許甫、立法院黨團副主
任兼文創部副主任蔡峻維、國家治理學院副主任
盧冠妃出面受訪。

民眾黨曾在2月11日公告禁酒駕條款，明定
酒駕不予提名，提名後發現酒駕者，得逕為撤銷
提名；酒駕行為包括駕駛任何交通工具，無論屬

刑事或行政不法，包括但不限於遭行政裁罰、刑
事處罰、緩起訴或緩刑者。

禁酒駕條款明定，被提名人因酒駕行為而拒
測者亦得撤銷提名；若在國外地區酒駕，經當地
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後亦同。相關辦法在2月16
日的民眾黨中央委員會通過。

民眾黨中央委員會昨通過修正提名辦法，將
酒駕行為不予提名原則，增列未涉及刑責且僅犯
1次、受行政裁罰滿10年等條件為但書，可例外
接受民眾黨提名，遭外界質疑酒駕零容忍的決心
。

謝立功表示，外界相當關注民眾黨被提名人
涉及酒駕問題，但也有很多人認為民眾黨規範太
嚴格，可能連吃燒酒雞、薑母鴨都涉及酒駕。

民眾黨提名辦法微調 酒駕增但書

墓園也有 「元宇宙」，南投縣名間鄉皇穹
陵紀念花園引進AR虛擬實境，透過手機掃描
就可以看見鳳凰、海洋世界等虛擬景觀；總經
理向恆達表示，希望讓民眾在掃墓慎終追遠之
際，能增添一點趣味，讓兒孫輩也能樂於前往
敬拜祖先。

元宇宙成為熱門話題，皇穹陵業務總經理
邱淑慧，因而構思利用虛擬實境，運用於人生
終點，讓送行者安心，創造出《回天堂．家》
的天堂異想世界體驗，更是全台首創的墓園奇
幻之旅。

《回天堂．家》由擔任文創公司執行長、
已故藝人豬哥亮的兒子謝順福，以人生終點站
的角度發想策畫，在園區內透過手機掃描，就
可以進入奇幻異想世界，包括鳳凰凌空、彩蝶
飛舞、海洋世界、企鵝及小萌虎、還有法輪和

小沙彌等虛擬世界。
向恆達指出，近年來，他觀察到清明節掃

墓的民眾中，年輕人逐漸變少了，因為他們覺
得每年到同一個地方做相同的事很無聊，過了
18歲就不想再去掃墓了，那與國人慎終追遠的
傳統背道而馳，可能是世代傳承的警訊。

因此，皇穹陵引進虛擬實境體驗，希望能
夠冥陽兩利，讓祖先感受到兒孫的敬拜，晚輩
前往祭祖時，也能有不同的體驗，希望讓一般
人忌諱的墓園能擺脫陰森的感覺，增添一點趣
味的氣氛；果然日前推出後，許多人在皇穹陵
與虛擬實境拍照、打卡，也成為話題。

向恆達表示，《回天堂．家》異想世界體
驗6項主題，從即日起延續到清明節，後續還
會推出不同的主題內容，以維持新鮮感，也讓
民眾有不同的體驗。

南投結合AR虛擬實境墓園也推元宇宙 舊山線鐵道貫穿台中、苗栗，沿途有山林景
觀和鐵道史蹟，為發展后里地區觀光，讓舊山線
之美被全世界看到。立委楊瓊瓔及市議員陳本添
等，1日邀集台鐵局與台中、苗栗縣市政府共同
會勘，三方取得共識，將參照苗栗目前營運鐵道
自行車Railbike成功案例，朝 「鐵道復駛、鐵馬
先行」方向推動。

泰安里長江慶南說，1998 年因新山線雙軌
化完成，台鐵營運路線切換後舊山線就已停駛；
該路段通車為縱貫鐵路重要里程碑，惟現今部分
路段改為鐵道自行車，部分路段埋沒在荒煙蔓草
中，舊山線已被政府選為世界遺產潛力點，卻任
其荒廢，殊為可惜。

陳本添表示，舊山線總長15.9公里，跨越許
多世界級文化觀光亮點，包括3座橋梁、4個車
站，還有8個隧道；舊山線復駛可結合搭配鐵道
與鐵馬，作為有特色觀光列車，可串聯苗栗、台
中、彰化至南投集集支線，成為鐵道觀光國際級
路線。

台鐵局副局長馮輝昇說，經立委楊瓊瓔力促
台鐵局、台中市、苗栗縣政府等，三方對舊山線
未來營運方式取得共識；舊山線可望再展風華，
成為台灣第1條多元運具觀光路線，串聯三義到
后里需進行相關修復工程，修復金額17億元由
中央全額負擔，俟交通部同意後報行政院核定。

馮輝昇指出，未來舊山線全線多元運具復駛
將可結合文化、觀光、地方產業特色，帶動三義
至后里沿線觀光與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結合苗栗
火車頭館、后豐鐵馬道、彰化扇形車庫、集集支
線及日月潭風景區等觀光資源，全面拓展中台灣
旅遊與觀光產業。

楊瓊瓔強調，台鐵局等三方達成共識朝 「鐵
道復駛、鐵馬先行」推動，沿線土地為台鐵局所
屬，建議未來舊山線全線復駛由台鐵局主導營運
，地方政府將配合周邊推廣觀光，爭取交通部全
力加速推動，朝2025年舊山線復駛的目標邁進
。

拚2025年復駛 台鐵舊山線鐵馬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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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簡稱大同盟)創始
於1982年，1991年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正式
由政治團體改為社會團體，廣設組織於海內外，
宣揚國父理念與中華文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鑒於國父孫
中山先生生前積極倡導國家造林運動以改善民生
；此次由休士頓中華公所兩位主席李迎霞及黃以
法發起此植樹節活動，由中華公所組織下的三民
主義大同盟主辦，希望旗下二十五個社團共同參
與此有紀念意義的活動，共襄盛舉！三民主義大
同盟會長黃以法籲請有志之士於三月十二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至僑教中心國父銅像前獻花致敬，並
將於僑教中心外植樹(柚子樹)以紀念國父孫中山
先生逝世紀念日。植樹節(植綠、護綠、愛綠、興
綠)亦激發人們愛林、造林的熱情，促進土地綠化
，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意識到環保的
重要性，造福子孫後代。

若有任何社團願意認養植樹可以向黃以法共
同主席報名參加三月十二日植樹節活動為自己的
社團種下一棵紀念樹並插上社團的名字大家一起
分享種樹的喜悅與榮耀，發揮中華公所團隊合作
的精神與毅力，百年樹人。黃以法共同主席聯絡
電話(281)923-3660。

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將植樹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在一
個受到反猶太主義、仇恨和種族
主義挑戰的世界中，休斯頓大屠
殺博物館HMH是記憶和希望的燈
塔，將光明照進黑暗，並尋求促
進更人道的社會。為了聲援休斯頓多元化
和充滿活力的亞洲社區，HMH主辦:前進
：挑戰種族主義會議。在會議和演講中，
回顧亞裔美國人的悠久歷史，研討我們如
何超越種族主義，共同邁向一個促進所有
人平等和社會正義的社會。

2022年2月26日上午10點聯席主席李
娟開幕致辭:我很高興地歡迎每個人到休斯
頓大屠殺博物館參加“前進：挑戰種族主
義會議”。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演講者抽
出時間來到這裡並領導我們社區面臨的關
鍵對話和討論。根據紐約警方報告稱，截
至 2021 年 12 月，反亞裔仇恨犯罪比上一
年激增了361%。根據停止AAPI仇恨最新
報告，從2020年3月到2021年9月，該組
織收到了超過10,370起針對亞裔的仇恨事
件，其中超過16%涉及人身攻擊。聯邦調
查局最近的數據顯示，反亞裔仇恨犯罪在
2020年增加了73%以上。

作為休斯頓大屠殺博物館的董事會秘
書和受託人多年，我深深感謝我們董事會
和工作人員的領導能力、遠見和辛勤工作
，非常感謝他們堅定地站出來支持和為亞
洲發聲社區舉辦“大聲說出面對仇恨言論
”以及“向前邁進：挑戰種族主義會議”
。為期兩天的會議探討亞裔美國人的歷史
，以及如何擺脫種族主義，促進所有人的
平等和正義。我要感謝休斯頓大屠殺博物

館 AAPI 領導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在規劃
展覽和會議以及從社區獲得資金方面發揮
了重要作用。這些傑出的領導者是 Ken-
neth Li、 Benjamin Warren、 Connie
Kwan-Wong、Elaine Zhang、Charles Fos-
ter、Maryn Goossen 和 Carmen Ng。沒有
我們社區的慷慨支持，展覽和會議就不可
能舉行。在不到5週的時間裡，我們從個
人、家庭和企業那裡籌集了超過 280,000
美元。我很高興和自豪地分享，75%是亞
洲資助的。我想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商。
請和我一起感謝我們所有致力於阻止亞洲
仇恨的贊助商。

在眾多傑出的演講者中，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 很自豪聲援遭受與種族主
義和仇恨言論攻擊的社區。他對主題會議
的支持體現在他在午餐時間的主題演講中
。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論反映了他的行動
以及休斯頓政府與哈里斯縣檢察官辦公室
和休斯頓警長部門在保護針對種族主義襲
擊受害者方面的合作。 Turner市長譴責反
猶太主義、反亞洲偏見、種族主義和仇恨
言論、暴力的錯誤信息。特納市長告誡大
都會休斯頓人不要宣揚種族主義或歧視，
或針對亞裔、太平洋島民、猶太人、黑人
、拉丁裔、移民和其他種族和宗教社區。
特納市長說，休斯頓是美國最多元化的城
市，沒有仇恨的餘地。休斯頓市政府一直
致力於打擊針對亞洲和太平洋島嶼個人和

猶太人的仇恨犯罪，確保包括亞裔、太平
洋島民、猶太人、黑人、拉丁裔社區在內
的所有休斯頓社區成員的安全和福祉。休
斯頓政府將繼續努力保護在仇恨犯罪攻擊
下的居民、目標和受害者，與哈里斯縣檢
察官辦公室和警長部門合作調查、起訴和
遏制仇恨行為。我們都感受到了反猶太主
義、反亞洲偏見、種族主義和仇恨言論的
挑戰。當我們團結起來反對種族主義和仇
恨犯罪並認識到我們將彼此的命運掌握在
自己手中時，我們才是真正的休斯頓的獲
勝者。

本次會議在 HMH 舉行，免費參加。
與會者將收到PaulaYoo的書，從耳語到集
結吶喊：文森特•欽的殺戮和激發亞裔美
國人運動的審判。在長達兩天的議程中，
演講者還包括：週六：張少歐醫生、日裔
代表 David Inoue ，名律師 Charles C.Fos-
ter, 休士頓大屠殺博物館主席Carl E. Jose-
hart , 萊斯大學代表Anne S. Chao , 德州州
議員吳元之（Gene Wu ),名律師關振鵬、
張文華、Gary Nakamura, 以及 ABC7 名主
持人 David Ono, 及休士頓 13 台記者 Miya
Shay, 以及來自加州的 Dr. Mary Lee We-
beck, 週日（2月27日）的演講者則有休市
負責社區安全的市議員 Abbie Karan, 休市
警察局負責居住安全的Ban Tien 警官、休
大朱經武教授、萊斯大學代表孫月萍等19
人。

2月26至27日休斯頓大屠殺博物館主辦前進挑戰種族主義會議
圖為今年圖為今年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李迎霞共同主席李迎霞（（右右））及黃以法及黃以法（（左左）。）。

休市市長特納休市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在周六中午的餐會上發表演說在周六中午的餐會上發表演說。。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 ））大會聯席主席李娟大會聯席主席李娟、、休市市長特納休市市長特納 SylvesterSylvester
Turner,Turner, 及及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在大會上主席李雄在大會上。（。（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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