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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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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聯準會主
席鮑爾今天表示，儘管在聯準
會官員計畫下一步措施之際，
俄烏爆發戰爭，對美國經濟前
景帶來 「高度不確定性」 ，但
聯準會將按計畫於本月升息對
抗高通膨。

美國1月消費者物價持續
攀升，通膨年增率創40年以
來新高，由於俄羅斯與烏克蘭
爆發戰爭，國際油價飆升至每
桶100美元以上。美國聯邦準
備理事會（Fed）主席鮑爾
（Jerome Powell）一再重申
，已準備升息以降低通膨。

鮑爾今天在每半年向美國

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提
交的報告中指出： 「我們預計
在本月稍晚的會議中，調高聯
邦資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的目標範圍有其適當性
。」

鮑爾表示，他贊成在本月
稍晚將基準利率調升一碼，但
如果通膨依然 「持續居高不下
」 ，將考慮更大幅度提高利率
。

他還說，俄國入侵烏克蘭
、當前戰事、經濟制裁及未來
情況，對美國經濟短期影響依
具 「高度不確定性」 。

美聯準會：本月如期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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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ev, the capital of Ukraine, is
currently surrounded by the
Russian army and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are gathered
and on the way to support them.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release
former soldiers currently in prison
immediately and let them
participate in the battle to defend
the capital. The government also
said that anyone who is willing
and able to take up arms can join
the military force as long as they
hold the passports.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on the northern
Russia border have collapsed,
but the president, still true to his
homeland, sticks to his decision
to stay and fight against the
Russian army. H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nd has become a
wartime hero.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tinuing to
send arms and supplies to
Ukraine, but none of them have
sent ground troops in to fight.

The tragedy brought about by the
war is staged now again with
families having to be separated
only to become refugees and the
victims of a politician with
personal desire.

President Biden will deliver his
first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night. With the war still going
on and the epidemic still
disturbing, we are facing very
serious challenges.

0303//0202//20222022

Ukraine Releases PrisonersUkraine Releases Prisoners
To Defend Their CountryTo Defend Their Country

烏克蘭首都基輔目前已被俄軍重重
包圍，並有大批部隊結集在前往支援俄
軍途中， 烏克蘭檢察長辛紐克宣布，
將釋放目前在坐牢的前軍人立即出獄，
參加保衛首都之戰役。

烏克蘭國防部長再度表示， 任何
願意且能夠拿起武器的人 ，只要持有
護照就能加入領土防衛部隊。

烏俄在北俄羅斯邊境之和平談判顕
然已经破局 ，英国對於莫斯科之意圖
表示怌疑 ，他們認為是毫無誠意， 但
是目前在全球各地對烏克蘭之支持正在
排山倒海的湧來， 這對於抗俄行動是
極大的精神和物質之鼓勵。

由於烏國總統澤倫斯基仍然堅守家

園和國人對抗俄軍，深受人民之愛戴
， 一時變為戰時英雄。

包括美國在內的歐盟成員國 ，目
前正在快速動員為烏克蘭速送軍火，
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派出地面及空中部隊
增援， 烏克蘭軍民力量可以支持多久
尚難預料。

拜登總統今晚在國會山莊將做首次
國會諮商報告 ，值此俄烏戰事未休，
國內物價飛漲， 疫情仍然擾人， 此時
此刻對政府是巨大之挑戰。

戰爭帶來之人間悲劇再次上演，
妻離子散， 逃亡他郷， 炝火遍地 ，我
們到底是政客們私慾下的犧牲品或是為
了國家民族大義呢?

烏克蘭釋放囚犯保家衛國烏克蘭釋放囚犯保家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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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挑起一場預謀的戰火, 一場無端無由
的戰火, 他必須負起責任!”

這是拜登總統在國情咨文演講中對俄羅
斯總統普京的抨擊, 在演說中拜登鏗鏘有力
傳達了北約和西方國家的團結，要讓普京
付出沉重代價,他強調美國與盟友之間前所
未有的合作，以給俄羅斯帶來經濟災難與
痛苦。

這是拜登自去年上任總統以來第一次發
表的國情咨文, 去年四月他也曾在參眾兩院
聯席會議上講話，但那並不是正式的國情
咨文,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 總統需不時向國
會提供最新國情報告, 但直到 1947 年才正
式命名為國情咨文, 拜登這一次報告正值歐
洲致命戰爭, 他使用相當多時間評述此事,
並列舉美國近期對俄羅斯採取的制裁措施
以及向烏克蘭提供的援助，他還鄭重宣佈
禁止俄羅斯飛機進入美國領空以及釋放
3000萬桶戰略石油儲備。

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包括凍結俄羅
斯央行對美歐金融機構的數千億美元資產
凍結, 把俄羅斯特定銀行逐出環球銀行金融
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外, 導致盧布

陷入混亂，並迫使俄羅斯連續關閉股市。
當然,除歐洲戰火外, 拜登也在國情咨文

中提出美國人在新冠疫情期間所面臨的心
理健康危機而帶來的抑鬱、焦慮、壓力、
成癮和其他挑戰,他敦促通過立法提高精神
衛生系統能力，他也要求健康保險涵蓋具
有足夠提供者網絡的強大服務，包括每年
三次行為健康訪問，無需分攤費用以及為
緩解美國通脹壓力，增強國內供應鏈、降
低處方藥價格、降低能源和育兒成本、提
供更多可負擔住房等一攬子經濟計劃。

拜登還在演講中表示，政府計劃今年
開始修復超6.5萬英里的高速公路及1500
座橋樑，資金均來自此前簽署通過的兩黨
基礎設施投資法案, 他也試圖通過制定一項
打擊美國各地物價上漲的計劃來團結一個
分裂和疲憊的國家。

由於普京準備藉這次戰爭重繪歐洲版
圖，不僅破壞了全球力量的均衡, 也迫使嫻
熟外交的拜登將政策重心從中國轉向歐洲
，簡而言之，現實給拜登帶來了歷史性挑
戰，但也給他帶來新的機運。

隨著各國政府、企業相繼對俄羅斯進
行金融、貿易制裁，俄羅斯總統普丁1日
簽署保障金融穩定補充臨時措施的總統令
，禁止俄羅斯人民攜帶價值1萬美元以上
的外幣、現金出境。此外，英媒指出，普
丁下令俄羅斯核威懾部隊進入高度戒備狀
態後，已安排家人進入西伯利亞的核地堡
。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1日
報導，61歲的俄羅斯政治學教授索羅維
（Valery Solovey）說，普丁近日已將家人
藏進西伯利亞的 「地下城市」 。該高科技
地下碉堡位於阿爾泰山脈，是為了核戰而
設計。

另方面，烏克蘭官方1日宣布，烏克
蘭軍隊成功阻止一場 「暗殺總統澤倫斯基
」 （Volodymyr Zelensky）的陰謀，幕後
黑手是車臣精銳特種部隊 「卡德羅維特小

隊」 （Kadyrovites），但如今已被消滅。
據美國新聞網站Axios報導，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日前曾表示，自己是俄方暗
殺行動的頭號目標，並稱對方已潛入基輔
準備獵殺他和家人。烏克蘭國安委員會祕
書丹尼洛夫表示，一些不支持戰爭的俄羅
斯聯邦安全局成員向烏克蘭當局洩漏風聲
，除掉總統的特別行動是卡德羅維特小隊
直接發起。

丹尼洛夫還說，卡德羅維特小隊兵分
二路，一批人馬在基輔近郊戈斯托梅利戰
鬥時遭消滅，另批人馬正在遭受攻擊。

此外，全球三大貨櫃航運商瑞士的地
中海航運（MSC）、丹麥的快桅集團
（Maesk）、達飛（CMA CGM）1日皆
宣布暫停對俄羅斯的貨櫃運輸。美國波音
公司也停止對俄運輸。美國能源商艾克森
美孚也表示將 「停止 」 其在俄羅斯的

Sakhalin-1原油開發項目
。
美國知名大型企業也開

始限制對俄羅斯銷售產品
。蘋果（Apple）1 日表
示，已暫停對俄羅斯的產
品 銷 售 ； Nike 則 也 以
「由於無法確保能為顧客
運送產品」 的理由，暫停
對俄羅斯網路、應用程式
（App）管道的銷售渠道
。

普丁家人躲地堡 車臣暗殺部隊被滅

法國電視台近日邀請一位烏克蘭人上節目談論俄烏戰爭，原以為談話會朝著否定衝突本身的方向進行，
沒想到來賓不按牌理出牌，愈講愈激動，甚至公開質疑大家為何要保衛魁儡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
ensky）掌權的國家，主持人在一旁聽了相當傻眼，差點引發激烈的唇舌之戰。

有美國版PTT之稱的社交平台reddit近期流傳出一段影片引發網友熱議，內容是法國電視台的談話性報
導，當時正連線一名已成功逃往法國避難的烏克蘭婦女維多利亞(Victoria)，她稱自己是烏克蘭人，在當地生
活超過25年的時間。俄烏戰爭導致人民爭相逃亡鄰國，對此她表示其實沒那麼嚴重，也沒有像媒體報導的那
樣慌亂。 「只要是烏克蘭人都清楚知道，衝突不是一兩天的事，導火線始於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 她坦
言那次戰爭後就有將近200萬名百姓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重點來了，生活這麼艱苦，為什麼我們還要支持魁儡總統掌握的國家呢?」 講完這句話，空氣瞬間凝
結了幾秒，一旁的主持人重複了她的話想再次確認她指的是否為澤倫斯基。維多利亞歸納了烏克蘭境內四大
問題說明:一、澤倫斯基當選涉及作弊嫌疑；二、人民每個月需花費一半的薪水來支付暖氣費；三、澤倫斯基
下令關閉親俄電視台；四、烏克蘭記者遭暗殺。

女來賓出其不意的回答使電視台所有人傻眼，一名主持人更一邊碎念著: 「真是不敢相信有人會說民主國
家是魁儡政權…」 維多利亞認為西方國家將烏克蘭理想化，把普丁視為十惡不赦的壞蛋。最後，她甚至奮力
表態自己絕對不會支持國家現在的政府，稱西方國家永遠看不清烏克蘭慘淡的經濟與生活水平。

該影片釋出引來一票網友熱烈討論，底下有人質疑字幕是瞎配的，有些人指出重點不是女來賓這番言論
，而是這些主持人的反應，該名網友說: 「彷彿沒有人真正了解烏克蘭…」

西方理想化烏克蘭？ 來賓脫口 「4關鍵」 酸爆魁儡總統全場驚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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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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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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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影響我們代孕！
澳大利亞夫婦抱怨無法見到其烏克蘭代孕新生兒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一對墨爾本夫婦

稱，因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

他們無法在烏克蘭見到當地女性爲其代孕

的早産新生兒。

澳媒報道稱，如果俄羅斯沒有在烏克蘭

開展特別軍事行動，那麽這對夫婦現在就會

和他們的代孕新生兒在一起。而現在，他們

的孩子在一家烏克蘭醫院，而他們則在1000

公裏外的波蘭。報道稱，他們的孩子于2月

22日出生，但這是一個意外——新生兒提前

了10周出生，但當這對夫婦搭上飛機前往烏

克蘭時，俄軍的行動讓他們的航班改變了方

向，目前他們能做的只是等待。

澳媒報道稱，這對夫妻在15次試管受

精失敗後，選擇代孕。澳媒介紹稱，商業

代孕在澳大利亞是非法的。而且，在新南

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和澳大利亞首都領地

(ACT)，花錢請海外代孕同樣也是違法的。對

那些希望通過代孕獲得孩子的人來說，烏

克蘭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受歡迎的國家。

但是夫妻必須是已婚的異性戀者，而且女

方必須證明自己有健康問題，不能足月懷

孕。澳媒報道稱，這對夫婦選擇了烏克蘭

，是因爲代孕媽媽在那裏能得到“很好的

照顧”，以及適當的醫療服務和按周發放

的報酬。

據澳媒報道，妻子傑西卡說，代

孕機構告訴她機構仍在“正常運作”

，而且他們感覺很安全。該機構還向

她發送了一段視頻信息，介紹了通過

代孕剛出生的女兒的最新情況。傑西

卡說:“代孕機構說我們的孩子早産了

很多，現在還在醫院。”“她的肺和

腸道沒有發育好……她的大腦有點出

血”，“但所有這些都符合早産兒的

特征，代孕機構向我們保證，女兒得

到了最好的照顧。”，此外，烏克蘭

的代孕母親也在醫院接受治療。

妻子傑西卡對澳媒表示，“我想女兒會出

名的，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小女孩”，“我等

不及要把她帶回家，向所有人炫耀一下。”

據澳媒報道，代孕慈善機構“成長的

家庭”全球主管和代孕倡導者山姆· 艾弗

漢說，現在有22對澳大利亞夫婦的烏克蘭

（代孕婦女）已經懷孕，還有30對澳大利

亞夫婦的胚胎正在被移植。他所在的機構

與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DFAT）合作

了八周，制定了一項計劃，加快在烏克蘭

出生的代孕嬰兒的入籍速度。山姆對澳媒

表示，“現在的情況真的很棘手“，“我

們有澳大利亞夫婦在烏克蘭等著代孕孩子

出生，還有一些在波蘭迫不及待地想要入

境（烏克蘭），還有一些計劃在幾周後

（前來）的“，“還有很多澳大利亞夫婦

迫切想把他們的胚胎帶出烏克蘭”。

澳媒稱，山姆還爲美國、法國和英國

的客戶提供服務。他對澳媒表示，希望澳

大利亞大使館工作人員能盡快返回烏克蘭

西部的利沃夫，幫助處理這些夫婦及其代

孕子女的緊急旅行文件。他還呼籲澳大利

亞政府（敦促）烏克蘭改變其政策——即

父母雙方都要在烏克蘭境內才能爲他們的

孩子獲得出生證明。山姆說：“我們真的

希望澳大利亞政府嘗試並（開始）與烏克

蘭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允許這種特殊情況

，這樣（這些代孕新生兒）就不需要（出

生）證明了。

“烏克蘭是我們一員！”歐盟表態
澤連斯基激動了：申請立即加入

綜合報導 烏克蘭陷入戰爭

之後，昔日夥伴跑得一幹二淨

，北約除了口頭支持再沒了別

的動作，澤連斯基不得不把目

光轉向歐盟，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歐盟竟積極表態，同意烏

克蘭加入。

綜合路透社與CNN等外媒

消息透露，，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公開表態：“隨著時

間推移，烏克蘭將是我們（歐

盟）的一員，我們支持也想要

烏克蘭加入。”據悉，就在馮

德萊恩做出這番表態的數小時

前，歐盟剛剛同意向烏克蘭援

助武器，這也是歐盟曆史上首

次向一個處于戰爭狀態下的國

家援助武器。

該消息一出，澤連斯基當

晚就睡不著覺了，連夜給馮德

萊恩去了一通電話，雙方就烏

克蘭加入歐盟一事進行了交談

，28日淩晨，澤連斯基向外界

傳達了這一“喜訊”。

澤連斯基再次發布了一則

視頻，呼籲歐盟通過最新的特

別程序，現在就批准烏克蘭

加入，澤連斯基稱：“我們

的目標是與所有歐洲人一起

，我們確信那是公平的、平

等的……”足可見烏克蘭試圖

向西方尋求庇護的心情多麽

迫切，進一步推測得知，烏

克蘭對于俄烏談判所抱的希

望並不算大。

目前，俄烏雙方代表已經

抵達白俄羅斯境內，打算就停

火一事進行談判。在俄方消息

稱，烏克蘭全境領空已經被俄

軍完全控制的情況下，俄方仍

表示有意與烏方達成共識，並

再次強調，不打算占領烏克蘭

。而烏方代表則透露，與俄方

談判的結果只能是對方撤軍、

停火，烏克蘭不會投降，一米

也不會退讓。

談判尚未開始，氣氛已經

緊張起來，早些時候，俄總

統普京已下令，將核威懾力

量提升至特殊戰備狀態，主

要針對的是北約各國對俄羅斯

的制裁以及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的行爲。

顯然，北約還沒出兵，僅

僅是制裁和口頭譴責，就已經

招致俄方強烈不滿。然而，即

將談判之際，澤連斯基又開始

敦促烏克蘭加入歐盟，抱西方

大腿的想法一如既往，可想而

知，俄方必定更加不悅。

澤連斯基前幾天還在哭訴

，烏克蘭遭到了北約抛棄，他

問遍了27個國家，卻沒有一國

能給個准信，告訴他究竟能不

能加入北約。但是失望歸失

望，澤連斯基擁抱西方的想法

始終不變，如今歐盟向烏克蘭

伸出橄榄枝，對于澤連斯基來

說，幾乎算是救命稻草，抓住

歐盟，一方面給自己壯膽，一

方面也是爲談判增加籌碼，試

圖對俄羅斯形成威懾。

然而，對于歐盟來說，這

時候向烏克蘭釋放如此信號

，無疑又是一波拱火，他們

生怕烏克蘭放棄親近西方的

路線，破罐子破摔，向俄羅

斯妥協。但如果俄烏談判不

成，屆時澤連斯基面臨的很

可能是一輪又一輪的等待，

這也意味著西方對烏克蘭的

利用還沒結束，更可悲的是

，距離烏克蘭真正醒悟的時

間，依然遙遙無期。

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
也門正在經歷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綜合報導 世界糧食計劃署（the World Food Programme）警告稱，

俄烏衝突或將提高燃料和糧食的價格，這讓本就飽受戰爭蹂躏的也門雪

上加霜。隨著救援資金的減少，更多的也門人民將陷入饑餓危機。

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小麥生産國烏克蘭和俄羅斯衝突進一步深化，小

麥市場預期供應將減少，歐洲小麥價格也創曆史新高。同時，油價已超

過每桶100美元（約合631元人民幣）。

2022年初，世界糧食計劃署被迫減少也門800萬人的糧食配給。而也門

政府與胡塞武裝之間長達7年的內戰已經把這個國家推到了饑荒的邊緣。

過去一年，也門大部分地區的糧食價格上漲了1倍多，這個國家一

半以上的地區都需要糧食援助。更高的食品價格造成更多人陷入饑餓危

機和依賴人道主義援助的惡性循環中。

世界糧食計劃署多次警告稱，盡管也門正在經曆聯合國所說的世界

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但資金正在枯竭。在接下來的6個月內，如

果繼續對之前一直援助的1300萬人提供全面幫助大約需要8億美元。

由于糧食短缺，聯合國組織別無選擇，只能爲也門“瀕臨饑荒”的

500萬人提供資金，而剩下的800萬人只能得到一半的口糧。

2021年，聯合國呼籲集資38.5億美元（約合243.6億人民幣）來應急

，但只有17億美元（約合108億人民幣）到位。數十萬人或間接或直接

地在也門衝突中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世界糧食計劃署的聲明援引其執行主任戴維 比斯利（David Bea-

sley）的話，稱“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從饑餓的人手中拿走食物去救濟

饑荒的人。除非我們能馬上獲得資金，否則幾周之後，我們甚至連饑荒

的人也無法拯救。那將是人間地獄！”

法英企業公布一款
候選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結果

綜合報導 法國賽諾菲集團和英國葛蘭素史克公司發表新聞公報說

，兩家制藥企業合作研發的重組蛋白候選新冠疫苗在全球Ⅲ期臨床試驗

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

試驗數據顯示，接種兩劑該候選疫苗對新冠重症和住院病例的保護

效力爲100%，對新冠中症或重症的保護效力爲75%，對新冠有症狀感染

的保護效力爲57.9%。此外，該候選疫苗作爲加強針可有效提高志願者

體內的中和抗體水平。

公報說，該候選疫苗在年輕和老年成年人中耐受性良好，沒有觀察

到安全問題。目前，兩家企業正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歐洲藥品管

理局等監管機構溝通，並計劃提交該疫苗相關全部試驗數據。

兩家企業于去年5月底啓動全球Ⅲ期臨床試驗，原計劃招募超過3.5

萬名18歲以上志願者，但本次公報顯示實際參試者僅有1萬余名。據法

國媒體報道，相關試驗因難以找到從未感染過新冠病毒的志願者而被迫

推遲。

賽諾菲去年9月宣布放棄研發信使核糖核酸（mRNA）新冠疫苗，以

避開美國輝瑞公司和莫德納公司在mRNA新冠疫苗市場的鋒芒，避免科

研資源浪費。

希臘漁民捕獲“超級金槍魚”

身長3米重達780斤

綜合報導 近日，希臘漁民在地中海愛奧尼

亞海域捕獲了該國十年來最大的金槍魚。據當地

媒體報道，這條金槍魚長約3米、重達780斤。

根據希臘中央市場和漁業組織(OKAA)的公

告，這條大魚21日被送往希臘雅典阿提卡大區

最大的開放食品市場——Renti中央市場，將在

一家名爲ENALION的魚店出售。

雅典Renti市場的魚類貿易商稱，這條“超級

金槍魚”將被銷售到歐洲市場。盡管亞洲對金槍

魚的需求非常高，但由于目前的新冠疫情，將這

條魚運輸到亞洲市場出售比較難以實現。

希臘被地中海及其盆地海——愛奧尼亞海

和愛琴海包圍。金槍魚遍布希臘各水域，夏季

是捕撈的最佳季節。在夏季，某些地區的金槍

魚甚至離海岸僅幾公裏。希臘的金槍魚一年四

季都處于捕撈期，沒有休漁期。捕撈旺季是每

年的七月到九月，淡季是一月到三月和十一月

到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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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1日於上任後
首度發表國情咨文，該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2日舉出拜登 「表現最好和最慘的部
分」 ，以及人們對其演說的反應等。

拜登此次再度鬧出笑話，包括犯了口誤的
老毛病，在稱讚烏克蘭奮勇抵抗俄羅斯入侵時
，將烏克蘭人（Ukrainian）誤稱為伊朗人
（Iranian）；聯邦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Chuck Schumer）則在拜登吹捧自己的經濟
計畫時，差點獨自起立鼓掌，只能尷尬地自己
坐下。

還有人試圖當眾讓拜登難看，共和黨籍眾
議員波柏特（Lauren Boebert）和葛林（Mar-
jorie Taylor Greene）不僅拒絕為內閣成員鼓掌
，還在拜登談到跨性別、邊境安全、移民、退
伍軍人等議題時多次插嘴，試圖妨礙拜登演說
。

不過CNN資深記者希力薩（Chris Cillizza
）認為，拜登有一點非常成功，即是讓烏克蘭
駐美國大使瑪卡羅娃（Oksana Markarova），
以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的特邀嘉賓身分
，現身國情咨文演說現場；此舉在一開始便炒
熱氣氛，並讓民主黨與共和黨成員都起立鼓掌
，展現美國政界支持烏克蘭的態度。

另外，拜登於進行演說時，他身後站著副
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與眾議院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是美國歷史上首度有
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時，背後站著的最重要官員
都是女性。

拜登也在兩黨合作議題中下了功夫，包括
於演說中多次提到 「感謝共和黨朋友」 、呼籲
「停止將新冠肺炎（COVID-19）視為黨派分

界線」 ，以及宣布應繼續為警察部門提供經費
等，獲得不少掌聲。

拜登首次國情咨文 成功失敗畫面一籮筐

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白宮今天宣布擴
大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包括全面封鎖俄羅斯國
防實體並對煉油業實施出口管制。同時將出口
限制制裁擴大至白俄羅斯，以避免技術與軟體
轉移到俄羅斯。

白宮今天宣布與盟友共同對俄羅斯與白俄
羅斯進行另一波經濟制裁，以因應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並採取行動追究白俄羅斯促成俄羅斯
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入侵烏克蘭的責任
。

今天的制裁除了昨天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國情咨文中宣布的禁止俄羅斯航班進
入美國領空外，還包括美國商務部將出口管制
政策擴大到白俄羅斯，防止物品、技術和軟體
透過白俄羅斯轉移到俄羅斯，以顯著削弱兩國

維持軍事入侵的能力，限制俄羅斯與白俄羅斯
獲得對軍事入侵烏克蘭所需的材料，威脅區域
穩定與破壞全球和平與安全。

美國也對俄羅斯國防實體實施全面封鎖。
美國國務院針對俄羅斯22個國防相關實體，以
進一步限制普丁戰爭機器，為俄羅斯武器開發
與生產帶來巨額成本。

美國也對俄羅斯煉油業出口管制，這是俄
羅斯軍隊的主要收入來源。美國商務部將對技
術出口進行管制，透過對石油與天然氣開採設
備的出口管制，削弱俄羅斯煉油能力，朝向降
低俄羅斯作為主要能源供應商地位目標前進。

美國商務部也將針對支持俄羅斯與白俄羅
斯安全、軍事與國防部門的實體納入實體清單
。

美擴大對俄制裁 並對白俄羅斯出口管制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已一周，雙方於今日凌晨
進行第2回合談判。美國總統拜登在美東時間1
日在國會首度發表國情咨文演說。他表示， 「普
丁錯了，我們已準備好，要俄羅斯付出代價」 。
拜登正式宣布禁止俄羅斯航班飛越美國領空。拜
登重申，部署在歐洲的美軍不會進入烏克蘭參與
對抗，但如果普丁決定進一步西進，美軍將會捍
衛盟友、保護北約國家。

拜登在演說的開端就談到俄烏議題，如果普
丁認為西方世界與北約不會回應，普丁就錯了，
「普丁現在比起過往任何時刻，都更孤單。」

拜登盛讚烏克蘭在戰役中的表現，從總統澤
倫斯基至每一位烏克蘭人，均以勇氣激勵著世人
，美國向烏克蘭與全球發出明確訊號，美國與烏
克蘭人民同在。

烏 克 蘭 駐 美 大 使 瑪 卡 羅 娃 （Oksana
Markarova）帶著烏克蘭國旗，也現身於國會現
場。拜登特地介紹她時說， 「讓今晚在國會裡的
每個人向烏克蘭和全球發出清晰明確的信號，如
果你有能力請站起來並表明，是的，我們美國與
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全場議員隨即起立並熱烈鼓掌，許多出席的
美國議員穿上了烏克蘭國旗的藍、黃色系服飾，
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昨向烏克蘭媒體表示
，俄烏第2次談判將於烏克蘭時間3月2日晚
（約台灣時間3日凌晨）舉行，雙方談判代表團
的成員不變。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烏克蘭已經做好與俄
羅斯進行新一輪會談的準備，但不接受俄方的最
後通牒。北約正在研究烏克蘭提出禁飛區的請求
。

在第2次談判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提出
警告表示，俄羅斯不會允許烏克蘭獲得核武器，
且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沒有任何商量的
餘地；假如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會動用核

武，而結果將是毀天滅地。
俄羅斯外交部副外長格魯希科昨晚說，北約

已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俄羅斯非常關注北約的武
器交付計畫，目前狀況非常危險，俄方不保證不
會與北約發生意外。他強調，俄羅斯繼續堅持北
約不能東擴，如果俄羅斯的安全保障問題得到解
決，仍有可能與北約關係建立新架構。

俄羅斯國防部昨宣布，俄軍已完全控制南部
大城刻松（Kherson），並宣稱當地民用基礎設
施、居民生活保障設施、城市交通都在照常運行
，未發生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短缺問題。

但刻松市長柯利卡耶夫（Igor Kolykhayev）
表示， 「我們仍在烏克蘭，依然固守」 ，但他也
證實烏俄兩軍正在交火，俄軍正 「占領中」 ，當
地河港及鐵路已被奪下，造成許多烏軍及平民喪
命，正設法讓民眾離開或躲進避難所。烏克蘭官
方也證實刻松已被俄軍包圍。

此外，烏克蘭軍方證實，俄羅斯傘兵於2日
半夜空降烏克蘭東部的第二大城哈爾科夫市
（Kharkiv），與烏軍展開激戰，並對哈爾科夫
展開轟炸行動。其中1枚飛彈擊中哈爾科夫政府
總部，導致烈焰沖天並燒毀附近車輛和建築。哈
爾科夫市市長表示，轟炸造成上百人死傷，至少
21人喪命、112受傷。但俄軍最終被擊退、並退
守陣地，受到重大損失。

烏克蘭方面表示，俄羅斯於1日空襲首都基
輔一座主要電視塔，造成5人死亡。部份電視頻
道因此中斷播放，但電視塔本身完好無損。

烏克蘭緊急救難局2日公布，自俄軍2月24
日進犯以來，烏克蘭平民死傷已逾2000人。總
統澤倫斯基2日發表談話表示，烏克蘭至今已殲
滅近6000名俄軍。他強調，俄羅斯意欲 「消滅
」 烏克蘭人，並把烏克蘭人的國家與歷史統統消
除，呼籲全球猶太人別再保持沈默，因為 「納粹
主義正悄悄成形」 。

拜登嗆普丁要俄羅斯付出代價

針對俄羅斯攻擊烏克蘭、
導致平民身亡，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昨（1）日提議將俄羅斯
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報導，聯合國指出，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烏
克蘭全國至少有102名平民不
幸喪命、304人受傷，不過真
實數據可能更多。

俄軍1日猛烈轟炸烏克蘭
第2大城哈爾科夫市，造成數
十平民死傷，烏克蘭內政部顧

問 赫 拉 先 科
（Anton Her-
ashchenko） 表
示至少 10 人喪
命、35 人受傷
。針對俄軍攻擊
住宅區，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昨日
在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上譴責俄羅
斯殺害烏克蘭平
民，並且提議將

莫斯科踢出人權理事會。
他說俄軍空襲擊中醫院、

學校、民宅， 「他們摧毀重要
基礎建設，這些建設提供數百
萬烏國人民飲用水、免於凍死
的天然氣及電力。」

「公車、轎車甚至救護車
都受到砲擊」 ，他說， 「俄羅
斯每天都在烏克蘭全國各地做
這些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 47
名成員國是在聯合國大會中選
出，俄羅斯是其中一員，他說
： 「大家可以合理質疑，一個
試圖接管另一個成員國、同時
還做出可怕的侵犯人權行為並
造成大規模人道苦難的聯合國
成員國，是否應該繼續留在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裡。」

俄濫殺烏平民美火大 要把俄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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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衞生技術人員

1,123 萬人，其
中執業醫師和執
業助理醫師427
萬人，註冊護士
502萬人

醫療衞生機構

103.1 萬個，其
中 醫 院 3.7 萬
個，在醫院中有
公立醫院1.2萬
個，民營醫院
2.5萬個

床位

957 萬張，
其 中 醫 院
748 萬張，
鄉鎮衞生院
144萬張

年診療人次

85.3億人次，
出院人數 2.4
億人

核檢能力

共有11,937家醫
療衞生機構提供
新冠病毒核酸檢
測服務，總檢測
能力達到 4,168
萬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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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接種疫苗童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及新華社報道

2021年以來，Delta、Omicron等不斷出現的

新冠病毒變異株肆虐全球，許多國家新冠疫情不

斷反覆。面對疫情防控的巨大壓力，中國始終踐

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斷提升疫情

防控救治能力。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今年兩會期

間，中國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的指導下，在加強疫

情防控與國際合作方面會傳遞哪些新信息。

����
公共衞生篇之

抗疫施策內保穩定外拓合作
中國防控新思路獲國際高度關注“對整個世界至關重要”

全球已接種疫苗近半來自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在國

內疫情防控交出優異成績單的同時，中國抗疫
“兼濟天下”，已向全球提供超過20億劑次新冠
疫苗以及大量抗疫物資，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
家構建免疫防線作出巨大貢獻。

2020年5月，新冠疫情“武漢保衛戰”尚在
最後收尾階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將
在兩年內提供20億美元國際援助，用於支持受疫
情影響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抗疫鬥爭以及經
濟社會恢復發展；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
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疫苗在發

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作出中國貢獻。
“言必信、行必果”，截至2022年初，中國已向
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20億劑疫苗。國
際科學期刊發表的數據顯示，全世界已經接種的
疫苗中，幾乎每兩針就有一針來自中國。

中國提供物資及醫療組援各國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最先受到侵襲的中國

率先摸索出適合國情的防控路線，全力復工復
產，填補全球供需缺口，為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
鏈、保障國際供給、平抑全球通脹作出積極貢

獻。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發布
“可供對外出口的新冠病毒疫苗產品清單”，不
僅踐行承諾向國際社會提供疫苗超20億劑，還向
154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抗疫物資援助。據不完
全統計，截至2021年10月底，中國還向34個國家
派出了37支醫療專家組，組織開展了近千場技術
指導，與各國分享抗疫經驗，這一數據目前仍在
快速增長中。在新冠疫苗的全球供應中，與一些
西方國家的“惜售”、“囤積”不同，中國通過
出口與無償援助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起
免疫屏障。免疫健康領域專家莊時利和引述《Na-

ture》發表的文章（截至2021年 10月中旬）指
出，全世界接種的所有新冠疫苗中，前四位分別
是科興、輝瑞、國藥和牛津，全世界已經接種的
疫苗中，幾乎每兩針就有一針來自中國。

“為什麼中國人如此信任
政府？”

在有美國版“知乎”之稱
的“問與答”網站，這一問題
引發持續討論。

“中國政府總是為民眾的最大利益行
動。”

“比如救災，中國政府可靠得多！”……
“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

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黨作
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
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釋中國共產黨
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

“人民至上”，中國行勝於言。
抗擊疫情，全力護佑生命！
疫情持續蔓延，給各國反覆帶來“壓力測

試”。面對突如其來又曠日持久的大仗、硬
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生

命至上。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從剛出生的嬰兒，

到百歲老人，不放棄每一位病患。為了保護人
民生命安全，中國什麼都可以豁得出來。

在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度”報告中，中
國公眾對醫療機構信任度高達93%，從一個側
面印證着中國的抗疫成效。

出色的抗疫鬥爭，是中國應對危機卓越能
力的生動縮影。疫情爆發之初，通過電視電話
會的形式，習近平總書記直接給全國17萬名縣
團級以上幹部開會，從最高領導人到一線戰鬥
員，將任務一竿子插到底，中國共產黨超強的
領導力、組織力、動員力、執行力令世人讚
嘆。

“我們一直在被一群最勇敢的人保護着，
更一直在被這個國家守護着”……網友發自內
心的感慨，激盪起無數心靈共鳴。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新冠
疫情全球肆虐，中國取得全球矚目的防控成果。通
過大數據、雲計算追蹤流調判斷疫情發展趨勢，全
面布局五條技術路線新冠疫苗研發，同步開展小分
子口服藥物及中和抗體類藥物的研製，科技力量是
保障中國防控疫情的制勝法寶。“科技驅動成為中
國防控措施的一大特點。”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高
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曾這樣評價。

在疫情防控中，中國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
能等新技術進行疫情趨勢研判，開展流行病學調
查，努力找到每一個感染者、窮盡式地追蹤密切接
觸者並進行隔離；建立數據庫，依法開展疫情防控
風險數據服務，對不同風險人群進行精準識別，預
判不同地區疫情風險，為促進人員有序流動提供服
務。中國目前已有25個疫苗進入臨床試驗，其中有
7個獲批使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新冠疫情背

景下快速啟動新技術核酸疫苗研製，目前已在海外
開展臨床試驗。業內預計，中國自主研製的新冠核
酸疫苗很可能會在今年內獲批緊急使用，這不僅將
助力疫情防控，更將令中國核酸疫苗研發技術實現
突破。

口服藥已獲烏國授權使用
在新冠藥品方面，中國也多管齊下。2021年

底，中國應急批准新冠病毒中和抗體聯合治療藥物
安巴韋單抗注射液及羅米司韋單抗注射液註冊申
請。這一中國自主研製的藥物，經全球四大實驗室
交叉試驗，顯示出優秀的治療數據，並對奧密克戎
變異株保持中和活性。在小分子口服藥物方面，中
國自主研製的口服核苷類抗新冠病毒藥物VV116，
已在去年底獲得烏茲別克斯坦的緊急使用授權，目
前正在開展全球多中心臨床研究。

國產核酸疫苗或年內上市
抗疫堅持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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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疫情防控非常成
功。”日本經濟學者和中清認為，正是因

為中國採取了符合國情的嚴格防疫措施，才成功防
止疫情快速擴散，這對中國自身以及整個世界都至
關重要。

在這場針對新冠肺炎病毒的“人民戰爭”中，
中國堅持科學施策，不斷完善自身公共衞生體系，
不僅護佑了本國人民生命安全，更以“天下一家”
的情懷，切實履行將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
莊嚴承諾，為消除“免疫鴻溝”、助力全球抗疫、
共築人類健康命運共同體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印尼學者：中國助多國抗疫展擔當
“中國通過多種方式協助多國抗疫，為全球控

制疫情和推動經濟復甦作出了貢獻，展現出大國擔
當。”印度尼西亞亞洲創新研究中心主席、印尼東
盟南洋基金會主席班邦．蘇爾約諾認為，中國與一
些發展中國家聯合研發並合作生產疫苗，向這些國
家轉移疫苗生產技術，增強了這些國家的抗疫能
力。

肯尼亞國際問題學者卡文斯．阿德希爾表示，
疫情防控仍是當下許多國家面臨的棘手挑戰，中國
今年將如何開展抗疫國際合作引人關注。

專家們認為，通過“動態清零”策略，中國得
以快速有效降低感染和死亡，在短期內可能對感染
者及密接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響，但從長遠
看，疫情得以快速控制後有利於社會經濟生活快速

恢復至常態。
中國防控政策始終都在動態調整中，隨着新冠

病毒不斷變異以及國內疫苗免疫防線的建立，中國
進行防控政策的調整是必然的。“中國肯定不會選
擇像歐美一樣‘躺平’。”免疫健康領域專家莊時
利和醫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這一方面因為中國秉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則，另一方面也是中國
的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如果選擇完全放開，將造
成不可預估的後果。

要吸取西方國家教訓
中國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

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最新發文指出，雖
然中西方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勢有很大差別，放開疫
情防控措施必然有前有後，“可以求同存異，相互
借鑒，相信未來一定會殊途同歸”。

曾光坦言，“動態清零”是中國在特定的時期
內的防疫對策，不會永遠不變。在對發病、死亡容
易容忍的情況下與病毒共存，是人類的長遠目標。
西方國家率先邁出了與病毒共存的實踐探索步伐，
風險很大，勇氣可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國當以冷靜和虛心的態度去觀察、借鑒西方國家
的經驗和教訓，以為我用。“謀定而後動，更符合
14億中國人民的利益。”曾光表示，在不久的將
來，定會在合適的時間點，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
的路線圖。發揚舉國體制防控優勢，習各家所長，
探索靈活而可控式開放，將會是中國的特色。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2月月2222日日，，中國新一批援助突尼斯中國新一批援助突尼斯
的新冠疫苗抵達突尼斯的新冠疫苗抵達突尼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青衣方艙醫院提供約3,900張應急隔離床位，
主要讓沒有病徵或症狀輕微的感染人士入

住。設施符合實際隔離需要，亦提供一些共用設
施，如浴室和洗手間，情況和設於亞洲國際博覽
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和公立醫院類似，符合公共衞
生管控要求，特區政府會在接收後啓動設施運
作。

1日上午，李家超、陳冬以及承建商中國建
築國際集團（中建集團）主席顏建國和副總裁孔
祥兆舉行交接座談會，落實交收的各項細節，為
由中建集團交付設施予特區政府運作做好準備。

座談會後，李家超聯同香港發展局局長黃偉
綸、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等官員視察青衣社區隔
離設施，參觀了隔離設施的示範房等，並聽取相
關政策局及部門介紹隔離設施日常管理的準備情
況，及為提供服務的醫護人員所作的準備及配
套。他亦與在場的醫管局醫護人員、保安局抗疫
特遣隊及民安隊隊員交談，為他們打氣，感謝他
們為即將投入運作的設施提供服務。

李家超其後會見傳媒表示，十分感謝中央的
援港措施，以及中聯辦的全力協調，還有承辦商
全力投入趕工，為香港抗擊疫情提供全力支援。
他形容，青衣社區隔離設施是第一個落成的項
目，也是一個標誌性的項目，“在短短7天內極
速完成，是專業的無私努力，是人民守望相助的
感情象徵，是國家一呼百應的力量代表。特區政
府會用好國家的支援，凝聚社會共同力量，打贏
這場病毒戰，盡快穩控疫情，確保市民生命安全
和健康，確保香港大局穩定。”

輕症患者或需留艙7天
他表示，青衣方艙醫院的重要性就是要把已

確診的人士盡早隔離，控制有關家庭及社區的感
染風險，切斷傳播鏈，“在我們過去的經驗中，
輕症的患者或者沒有症狀的確診者，他們需要居
住在隔離設施的時間相對是較短，可能是7天左
右，所以在我們今次的設施方面，最主要是希望
快建成，兼且是以實用為主。在設施方面，有些
是共用設施，例如洗手間或者浴室，這個做法其
實與我們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甚至是在公立醫院
內，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共用設施的情況類似。”

他說：“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打贏’奧密克
戎（Omicron）的快速傳播力的速度，所以如果
我們有足夠的隔離設施，有足夠的醫療設施，我
們便有方法把它這個速度‘打贏’，那麼便可以
控制確診個案數目有下降的趨勢，之後我們可以
更精準地針對疫情的發展去管控好。”

民安隊紀律部隊負責管理
至於設施日常的管理和運作，李家超指將交

由保安局轄下的民安隊及紀律部隊負責，現場亦
會有醫護人員，並會在1日開始有確診者入住，
很有信心民安隊及紀律部隊過往在管理不同設施
的經驗，能在今次管理這項設施中發揮出來。

李家超同日還分別到落馬洲及前新田購物城
用地視察另外兩個中央援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
項目的工程進展。他感謝各部門同事以及承建商
一直緊密合作，在短時間內為香港增加大量社區
隔離設施。他亦要求各相關部門同事加強溝通及
迅速應變，確保設施於投入服務後運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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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衣 接收首批確診者方方艙艙
李家超與陳冬及承建商交接座談 落實交收細節

由中央援建、可提供3,900個應急隔離床位的青衣方艙醫

院，在一個星期的趕工建造後，1日正式交付香港特區政府管

理使用。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1日上午到達青衣方艙醫院，

與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及承建商中國建築國際集團舉行交接

座談會，落實交收的各項細節。李家超感謝中央援建項目，形

容這是標誌性的項目，是人民守望相助的感情象徵，是國家一

呼百應的力量代表，同時亦有相當的重要性，相信香港有足夠

的醫療設施，便有方法“打贏”奧密克戎（Omicron）的快速

傳播，讓特區政府可以更精準地針對疫情的發展作出管控。1

日晚，首批到達社區隔離設施的確診者辦理入住登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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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衞生健康
委員會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
長梁萬年日前率領內地專家團到港考察和指導香
港的抗疫工作，一到埗已開始緊湊行程，1日早上

與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等官員
在政府總部舉行會議，就香港疫情作深入交流，
並討論第五波疫情面對的挑戰，以及內地應對疫
情的經驗；下午再與香港醫管局交流。

將作出更深入的疫情研判和指導
特區政府指，專家團在未來數日會與香港公

共衞生系統專家討論防控措施，分析數據，作出
更深入的疫情研判和指導。

繼早上與陳肇始等官員舉行會議後，專家團
下午亦與醫管局主席范鴻齡、醫管局行政總裁高
拔陞交流。會議上，醫管局代表介紹新冠肺炎入
院病人的最新情況及香港的治療經驗。特區政府
專家顧問團成員梁卓偉、袁國勇和許樹昌，及其

他專家包括劉澤星、劉宇隆和孔繁毅亦有出席。
陳肇始衷心感謝梁萬年率領專家團訪港，就

香港特區的防控工作作出指導，形容舉行的兩場
交流會議1日非常深入及有建設性，“我們會以專
家團提出的初步建議為基礎，在未來數天繼續探
討控制第五波疫情的策略和措施。”

她在會議上亦向專家團介紹特區政府近日因
應風險評估及善用資源而調整相關防控措施，包
括更廣泛採用快速抗原測試、持續針對風險更高
的樓宇進行“圍封強檢”行動、因應病人狀況及
其他因素加強分層治療等。專家也討論了一些建
設性的意見，例如如何進一步加強社交距離措
施，及更好利用醫療資源，務求爭分奪秒，盡快
控制疫情，截斷傳播鏈。

梁萬年率團與港專家交流抗疫經驗

◆◆梁萬年率團與香港特區官員舉行會議梁萬年率團與香港特區官員舉行會議。。

◆圖：點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第
五波疫情重創跨境陸路運輸，亦極大影響了香港
抗疫生活和醫療物資的輸入。為拓寬陸路運輸生
命線，深圳借用中歐班列深圳場站，緊急開通已
停運了15年的“三趟快車”。3月2日，首班滿載
核酸檢測快檢包等抗疫物資及日常生活用品的鐵
路班列駛向香港，全力保障供港跨境物資運力。

據了解，在援港班列開通前期，每天運行一
班列車，裝載9個平板貨櫃，45分鐘可抵達港鐵羅
湖編組站。後期還將根據需要加密鐵路班次，每
日最多可開行6-8趟。下一步，深港兩地將持續推
動和落實各項有利保障供港物資穩定的措施，積
極優化跨境運送物資的運作。

援港物資專列防疫嚴格
3月1日下午13時45分，鐵路援港班列試運

行空車，正靜靜地停靠在中歐班列深圳始發站深
圳平湖南國家鐵路樞紐的軌道上。為保障行車安
全和衞生防疫，列車兩邊不斷有身穿防護服的工
作人員或進行安全檢測，或進行人員登車前的防

疫、身份及安全檢查。14時許，在一聲發車號
中，試運行列車緩緩啟動駛向香港。在途經深圳
龍崗、羅湖，跨過羅湖橋，約45分鐘左右，順利
抵達港鐵羅湖編組站。

據了解，自2月24日供港跨境鐵路貨運列車
項目啟動後，深圳迅速成立以深圳市軌道辦、市
港澳辦、市口岸辦、廣鐵集團、深圳海關、深圳
邊檢、深國際、中外運公司、龍崗區為主要成員
的工作小組，與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和港鐵公司積
極溝通，調動一切資源，研究制定完成鐵路援港
班列運輸方案和防疫工作指引，分秒必爭完成貨
場配套設施搭建。深圳市軌道辦鐵路處處長黎英
俊介紹，此次主要從運輸安全、現場布置等四方
面入手，保障鐵路援港班列開通運行。

深海關提前推演保效率
據深圳海關口岸監管處副處長林浩宇介紹，

深圳海關制訂了供港物資跨境鐵路列車開行保障
方案，研究列車及司乘人員、裝載供港物資申
報、監管、檢疫的最優方式，通過“提前集貨、

專人盯單”作業模式確保通關效率。同時，梳理
了列車進出境流程，逐項在平湖南鐵路場站多次
開展運行前現場推演，確保監管作業現場安全防
護流程完善、配置到位，全力推進鐵路援港班列
開通。

後期將加密班次
為做好供港生活物資、尤其是供港鮮活商品

保障，深圳打造供港生活物資保障新通道，在前
期開通“水運快線”的基礎上，開展供港跨境鐵
路貨運列車測試，實現供港物資鐵路、陸路、水
路全線暢通，亦為深港兩地的商貿企業提供更多
運輸方式的選擇。
在香港抗擊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深港跨境

鐵路貨運受命啟動，將為香港醫療、生活等物資
供應提供重要保障，也將成為深港風雨同舟攜手
抗疫的重要助力。作為供港物資重要的運輸渠
道，鐵路援港班列前期會優先保證生鮮和防疫物
資，每天一列，後期將會根據需要加密鐵路班
次，最多可以開到6-8趟。

鐵路援港專列開行拓寬陸路物資生命線

▲首批到達社區隔離設施的確
診者辦理入住登記。

▼ 李家超（右一）與陳冬（左二）和
承建商，在視察前舉行交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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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

“冷”冰雪成了“热”产业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激发了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冰雪产业繁荣发展。”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吴
昊表示，中国以举办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冰雪产业驶入快车道。中国冰雪
产业总规模从 2013 年的 1177 亿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5200 亿元，年均增速达
28.1%。以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运营、装备制造、冰雪旅游为主要内容的
冰雪产业体系初具规模，“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践
行。相关地区充分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冰雪产业，助力区域经济
协同发展，“冷”冰雪成了“热经济”。

“我是浙江温州人，过去在家乡看到雪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何谈接触冰
雪运动！”提及北京冬奥会对中国冰雪运动的带动作用，法国巴黎国际大酒店
董事总经理陈建斌赞不绝口，“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
印发了 《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冰雪运
动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 》《‘ 带 动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 实 施 纲 要

（2018-2022 年）》 等指导性意见，有力地促进了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现在，
我的家乡也有了设施良好的滑雪场和滑冰场。”

“我的家乡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也借着北京冬奥会的春风，让冰雪运动进
入寻常百姓家。”加拿大中国 （友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介绍，天台
县石梁镇景区建立了大型室内滑雪乐园，建有国际标准初级滑道和超长急速雪
圈滑道，拥有冰迷宫、冰上碰碰车、冰上坦克等游玩项目。而且，天台山石梁
镇地处高山，冬季本就有华顶雾凇、石梁冰瀑等自然奇观。有了滑雪乐园后，
天台山石梁镇就突破了冰雪旅游的季节限制。借助北京冬奥会的契机，天台山
石梁镇打造的冰雪经济已经成为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真正实现了“用
白雪换白银”。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做出巨大贡献。”新西兰亿贝通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思维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冰雪运动科技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从冬奥会比赛场馆到运动员的运动装备，很多科技创新打破世
界纪录；二是谷爱凌和苏翊鸣等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将带动一大批年轻人参与
和热爱冰雪运动，也为中国冰雪运动事业高质量发展储备力量；三是冬奥会兴
建的一系列场馆等硬件设施，将为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提供良好条件。

“小雪花”蕴藏大机遇

“近年来，随着‘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实施，中国冰雪运动已经实
现全国覆盖，并完成了‘3 亿人上冰雪’的预期目标。南方的冰雪运动普
及度越来越高，这是令人欣喜的事。”王思维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有能力大规模发展冰雪产业。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有强烈意愿推动冰雪产业发展。
从消费市场的规模来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娱乐

和休闲等需求不断增加。更多中国人希望体验美妙的冰雪运动。而国家政
策、配套设施和社会资本的持续跟进，都将为中国冰雪产业拓展版图提供
强大支撑。

“过去，中国冰雪产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
来，京津冀地区冰雪产业表现出强大的后发优势。中国冰雪产业业态丰富
且独具特色，不仅有欧美地区流行的冰雪度假旅游业态，也有城郊休闲旅
游业态，此外还涌现出一大批城市冰雪旅游综合体。”王典奇表示，随着疫
情在中国得到有效防控，冰雪产业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助力。首
先，冰雪产业具有强大的产业辐射能力和融合能力，能够有效带动建筑
业、制造业、旅游业、餐饮业、房地产业和农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国民经
济增长；其次，冰雪运动发展有利于人们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
中 国 完 善 公 共 卫 生 与 健 康 防 护 体 系 ， 进 而 实 现 体 育 强 国 和 健 康 中 国 的
目标。

“近年来，中国冰雪产业取得重大发展，释放重要机遇。”吴昊认为，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各地都开始建设冰雪运动场地，营造冰
雪文化氛围，让冰雪产业从北方走向全国，从冬季走向四季，从小众文化
走向大众爱好。以滑雪场为例，1996 年，国内仅有 11 家滑雪场，2010 年之
后市场开始快速发展，到 2019 年滑雪场的总数已达 770 家；二是 2015 年北
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全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的人数达 3.46 亿人，冰
雪 运 动 参 与 率 为 24.56%， 提 前 实 现 了 “ 带 动 3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 的 目
标。参与人数不断增加，为中国冰雪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续写中外“冰雪奇缘”

北京冬奥会之后，中国如何续写与世界的“冰雪奇缘”？华侨华人是
得力帮手。

在接受采访当天，陈建斌正带着孩子在法国的一处滑雪场滑雪。“冰
雪运动需要从小培养兴趣，挖掘运动天赋。”陈建斌说：“中国冰雪产业技
术、雪地建设和运动管理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法国有很多滑雪胜地，也
有很多素质良好的雪上运动教练。疫情结束，我想找机会组织中国的雪上
运动员，对接法国滑雪俱乐部共同交流、互相学习。”

“新西兰位于南半球，与北半球的季节刚好互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和设施完备的硬件优势，可以为北半球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运动员以及普通
民众提供便利。此外，新西兰善于将科技创新完美地融入到冰雪产业的发
展中。”王思维认为，中国和新西兰在冰雪产业领域可以开展广泛合作。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到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商机。
未来，更多华侨华人会参与到中外冰雪产业的合作交流中。

“中国与加拿大合作空间广阔。加拿大是传统的冰雪运动大国，曾举
办过两届冬奥会。这里的民众有热衷冰雪运动的悠久历史和传统，这里的
冰雪产业发展相当成熟。作为海外华侨华人，我们愿意在人才引进、贸
易、投资和产业对接等方面促进中加交流。”王典奇说。

“未来，华侨华人可以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牵线有关国际赛事到
中国举办，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享受冰雪之旅，推动祖 （籍） 国
和住在国之间在冰雪产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吴昊认为，俄罗斯是冰雪
运动强国，技术优势明显。而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冰雪运动器具以及高水准
雪场建造水平，是中俄两国冰雪产业可以合作的领域。

2月11日，在北京市昌平区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参加集训的小队
员们进行短道速滑训练。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不仅点
燃了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也为冰雪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
史机遇。近几个雪季，滑雪、溜
冰、冰嬉等各类冰雪运动热度飙
升，“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愿景得以提前实现。面对中国广
阔的冰雪产业市场，海外华侨华
人摩拳擦掌，希望为推动中国冰雪
产业实现更大发展贡献力量。

2月18日，小朋友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学习滑冰。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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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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美國女性正在經歷新一波的
暴力，與仇恨有關的襲擊。根據入口
網站 Stop AAPI Hate 的數據，自
2020年3月以來，已經發生了超過10
，000次攻擊，其中16%是身體暴力
。長者是大多數事件的目標。全國亞
太裔美國婦女論壇 委託進行的一項民
意調查發現，在2019年6月至2021
年1月期間，70%的AAPI女性選民經
歷了某種種族化的騷擾或歧視。

2月25日，由民族媒體服務公司
召集的小組成員討論了美國歷史上的
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早在大流行之前
就為AAPI創造了不安全的環境，以
及社區如何應對以確保其人民的安全
。

Sung Yeon Choimorrow，全國
亞太裔美國婦女論壇執行董事："雖然
大流行和前總統指責中國和中國人民
引發病毒的言論可能大大增加了對
AAPI的仇恨發生率，但這肯定不是什
麼新鮮事。作為亞裔美國女性，我們
中的許多人早在COVID之前就已經感
受到了這種生活在美國的感覺......我
們既是我們的種族目標，也是我們的
性別目標。

"美國的第一位中國移民女性是由
一位紐約商人帶過來的，他把她展示
出來，這樣美國人就可以看著她吃飯
，看看她的小腳，看看她的膚色或頭
髮，以及她說話的方式。從亞洲移民
女性的經歷開始，我們就被視為娛樂
或消費的體驗。

亞洲女性也被描繪成順從，藝孩

、瓷娃娃和蓮花花等詞語不是好詞，
而是一種過度性化亞裔女性的方式，
使她們容易成為性騷擾和其他形式的
騷擾的目標。

Marita Etcubañez，亞裔美國人
促進正義（AAAJ）戰略計劃高級總
監："在教育和意識方面，我們現在有
更多的聲音大聲疾呼，幫助人們理解
種族主義言論對我們社區的傷害......
自 2020年春季啟動我們的聯合旁觀
者乾預培訓（與 Hollaback Stop Ha-
rassment合作）以來，伊利諾伊州，
加利福尼亞州和華盛頓特區的AAAJ
分支機構已經培訓了大約15萬人。

"我們在5月份取得了勝利，通過
了《COVID-19仇恨犯罪法》，這是
一項聯邦法案，要求司法部為執法機
構和其他人制定指導方針，為仇恨犯
罪和仇恨事件創建在線報告系統。它
包括使英語水準有限的人可以訪問這
些系統。

"我們需要對我們的社區進行更多
投資，包括社會服務，改善教育，以
便我們能夠更好地創造條件，使人們
不僅感到安全，而且能夠茁壯成長。

亞特蘭大韓國反對亞洲仇恨委員
會秘書長蜜雪兒·康（Michelle Kang
）："AAPI在大流行期間變得更加響
亮，以應對亞洲仇恨的上升，特別是
在3月16日亞特蘭大槍擊大屠殺之後
。我們對八名無辜者和六名亞洲婦女
的襲擊和殺害感到憤怒和沮喪。

"在喬治亞州，第一代韓裔美國人
於3月17日成立了亞特蘭大韓裔美國

人反對亞洲仇恨委
員會...... 委員會創
造了一個空間，黑
人，棕色人種和其
他有色人種聚集在
一起，互相治癒和
支援。

"在 2021 年選
舉期間，AAPI 做
出了巨大努力，選
舉代表，他們團結
一致，推動國家停
止仇恨犯罪，實現
包容和種族平等
......喬治亞州AAPI
正在創造歷史記錄
，擁有 12 名進步
的亞裔美國人候選
人，其中包括代表
所有美國人的 20
多歲的年輕候選人
。

Sasanna Yee
，鼓舞人心的演說
家和瑜伽老師，她
的祖母於2019年在舊金山公園遭到
致命襲擊："我的祖母在80年代後期
移民到這裡。不幸的是，當她在我長
大的社區的公園散步時，她在家對面
的街道上遭到了人身攻擊，我仍然住
在那裡。它叫Visitacion Valley。

"那個傷害她的年輕人當時17歲
......我祖母的大腦被毆打，她摔斷了
肋骨，摔倒在臉上。她的狀況非常糟

糕...這個年輕人怎麼了，導致他做了
這樣的事情？他一定很痛苦。我知道
，因為當我痛苦的時候，我也會傷害
別人。

"我自己治癒慢性疼痛，焦慮和抑
鬱的旅程真的說明我對他人更加富有
同情心......我練習瑜伽，氣功，冥想
，說明我將自己的痛苦和其他人的痛
苦聯繫起來。

"Black Lives Matter 是一個如此
強大的集會口號。這對亞洲人來說是
什麼？我和我的團隊提出了 「亞洲人
屬於」 。這句話是肯定的。這句話承
認我們一直被視為永久的外國人，但
不再是。我們正在重拾我們的故事和
我們的聲音。

亞裔美國女性反思如何超越仇恨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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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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