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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取消俄羅斯最惠國待遇 進一步重創俄經濟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宣布取消俄
羅斯最惠國待遇，意味華府將能調高對莫斯科
商品關稅。美國期盼將俄羅斯進一步孤立於國
際之外，重創俄羅斯經濟，為軍事入侵烏克蘭
付出代價。
拜登今天前往賓州前，於白宮宣布撤銷俄
羅斯的最惠國待遇（MFN），亦即 「
永久正常
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地位。
他解釋說，最惠國待遇意味兩國同意在盡
可能的最佳條件下進行貿易，亦即低關稅、幾
乎沒有貿易壁壘與進口。撤銷俄羅斯永久正常

貿易關係將使俄羅斯更難與美國與其他採取同
樣行為的國家貿易往來，這將給予因為制裁而
遭重創的俄羅斯經濟再一次受到沉重打擊。
才剛結束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通話的拜登表示，他再次告訴澤
倫斯基，美國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
他們
勇敢為保衛家園而戰」。
拜登指出，隨著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持續無情的攻擊，美國與盟國和夥伴繼
續步調一致的努力加大對蒲亭的經濟施壓，在
全球舞台進一步孤立俄羅斯。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隨即透

過聲明表示，今天的行動將取消對俄羅斯最惠
國待遇，剝奪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各項好處。蒲亭與其政府必須為入侵烏克
蘭付出沈重的經濟與外交代價，美國也將與其
他世貿成員合作，在多邊機構進一步孤立俄羅
斯。
俄羅斯在失去美國給予的最惠國待遇後，
俄羅斯企業就將與古巴、北韓企業列為同類，
美國可以對其大幅調高關稅。這項措施仍需要
美國國會批准，不過美國兩黨議員對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同仇敵愾，預料能很快通過。

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832-930-2788
(越語)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 (華語)
luke8327792838@gmail.com 歡 迎 來 電 洽 詢 買 方 優 惠 計 劃 kim83293027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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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環球劇坊 走向全球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3/
03
/11
11/
/2022

美南電視全力打造的環球劇坊即將
進行外交文化経貿之推廣工作，首
先將在八月份舉辦”慶祝薩爾瓦多
國慶系列活動”。
這項活動將分成三大部份，
首先我們將在當天出版英文及西班
牙文之國慶專刊， 以全彩色版面
刊出該國之介紹， 其中包括文化
、 経濟、 投資、 觀光等， 第二部
份是邀請薩爾瓦多駐休斯敦總領事
光臨現場， 接受採訪並立即透過
臉書及油管向全球直播， 並可和
薩國政要直接交流。第三大部份是
我們將透過國際貿易中心邀請商界
人士探討到該國投資， 並由主管

機關答覆相關問題。
過去近二十年來， 美南新聞
所屬之國際貿易中心曾為近萬家的
中小企業舉辦過無數次的文化、
貿易 、金融、 座談會並和美國商
務部進出口銀行合作為中小企業舉
辦投資貸款交流會， 並經常和巴
基斯坦、 加勒比海、 菲律賓、 越
南及中華商會合辦各項交誼大會
， 促進本地區之繁榮和進步。
我們非常興奮， 在此科技發
達之時代， 透過網路新媒體， 連
結世界共有研討如何加強彼此之交
往。
剛在數天前的環球劇㘯開幕式

上， 接待了來訪的休斯敦紀事報
發行人梅爾一行， 她對於我們的
設施和計劃也表示高度讚掦 ，並
希望和華亞裔進行深度合作。
德州休斯敦地區駐有九十八個
各國總领事及外交代表， 我們將

分別洽請他們參加美南環球劇坊之
系列，活動透過網路視頻拓展經貿
外交活動 ，也為休斯敦走向全球
畧盡薄力。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Going Global”
Global”
We are planning to
sponsor our first
international event to
promote culture and trade
with the country of El
Salvador at the Houston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ternational Studio at our
Southern News Group
headquarters.
The program will be in a
three-part series. In the

first part we will publish a
bilingual Spanish and
English version in our
daily newspaper
highlighting El Salvador’
s culture, tourism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econd part will be
an invitation to El Salvador
’s Consul General to
come to our TV studio to
conduct a live interview
through Facebook and
YouTube and our own
15.3 TV channel. For the
number three part, we will
invite interested people to
invest in El Salvador to
talk directly with thei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teract with members of
the private sector.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our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held countless
culture, trade and
financial symposiums for
nearly 10,000 small and
middle-sized businesses.
We have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SBA Import
Export Bank and have
held many seminars at
the ITC with them. Many
chambers of commerce
have located their offices
at the ITC including
Pakistan, China,
Philippine and Caribbean.
We are so proud to serve
these chambers and have
hosted many events
together with them.
Just a few days ago we
had the honor to greet the

new publisher of the
Houston Chronicle,
Nancy Meyer and
Chairman Jack Sweeney
at the opening of our
Houston Interact tonal
Studio. We all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Chronicle more actively in
the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 are 98 consulates
general offices stationed
in Houston, Texas. Our
goal is to invite them to
visit our TV studio to
promote their country’s
culture, economy, trade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rough the New Media
and also connect Houston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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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將提第 4 波制裁措施
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奢侈品
(本報訊)歐洲聯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今
天表示，即將提出第 4 波制裁進一步孤立俄羅
斯，她指當炸彈傷害烏克蘭人民時，推動戰爭
者不該再享受奢侈生活，將禁止歐盟國家向俄
國出口歐盟的奢侈品等。
歐盟 27 國成員國領導人 3 月 10 日至 11 日
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辦峰會非正式會議，今天會
議結束後她宣布歐盟即將推出第 4 波措施，以
進一步孤立俄羅斯，耗盡俄國用在這場野蠻戰
爭的資源。
范德賴恩表示，歐盟對克里姆林宮實施連
續 3 波制裁後，已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由
於當前俄國仍繼續侵略烏克蘭，歐盟即將提出
第 4 波制裁措施，進一步孤立俄羅斯。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宣布將撤消俄羅斯享有
的 「最惠國待遇」，范德賴恩指出，歐盟也將
取消俄羅斯作為世貿組織（WTO）成員所享

有的重要利益，還另將推動暫停俄國在包括國
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等主要多邊金融機構的成員資格，以確保俄
國無法從這些機構獲得融資、貸款或任何其他
好處。
另外，歐盟的最新一波制裁措施將鎖定俄
國富人及菁英，將禁止歐盟國家向俄羅斯出口
歐盟的奢侈品，強調當炸彈落在無辜的烏克蘭
人民身上時，推動這場戰爭的人不應該再享受
奢侈的生活方式。
她強調，俄國侵略烏克蘭就是對民主的攻
擊。
除對俄羅斯推出更多制裁措施外，由於歐
盟依賴俄國能源供應，為預防能源供應中斷，
范德賴恩表示將推動歐盟能源供應多元化，並
預計在 5 月發布一項提案，以逐步淘汰俄國的
天然氣、石油和煤炭。

澤倫斯基：讓有意侵略鄰國者看到發動戰爭後果
(本報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表示，俄
羅斯的入侵不僅威脅歐洲安全，也讓有意侵略鄰國的國家看到發
動戰爭的後果，嚴懲俄羅斯才能恢復國際法的公信力。
媒體盛傳澤倫斯基下週將在德國國會發表演說，不過國會方
面目前沒有任何消息。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 kiy） 接 受 最 新 一
期德國 「時代週報」（Die Zeit）專訪時表示，俄羅斯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對烏克蘭顯然認識不夠，備戰時沒料到烏克蘭
全國人民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國家。他對俄羅斯入侵不意外，但無
法理解俄軍為何血腥殺害平民和轟炸住宅區。
澤倫斯基強調，烏克蘭正在捍衛一個屬於多民族烏克蘭人民
的獨立國家。儘管烏克蘭的士兵和武器數量遠不如俄國，但烏克

蘭擁有珍惜、而且願意為自由而戰的人民，因此這場戰爭成了全
民戰爭，每個人都扮演一定角色。
澤倫斯基並感謝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指出力道不足，壓
力還沒大到蒲亭會歇手。他建議歐洲禁止從俄國進口石油和天然
氣，對銀行的制裁也不能有例外，才可能阻止俄國進一步入侵波
羅的海三國、波蘭、喬治亞等鄰邦。
澤倫斯基強調，不只烏克蘭，蒲亭其實想撕裂整個歐洲，只
要俄羅斯能入侵其它國家，整個歐洲大陸的安全都受到威脅。
目前澤倫斯基藏身在首都基輔某處， 「我跟人民一起，這是
最好的保護」。他說，烏克蘭人民不害怕，但世界各國的政治人
物才應該要擔心，因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所作所為，一些國家也
會對鄰國做。

因此，他認為，捍衛和幫助烏克蘭是全球性的反戰行動，也
讓打算侵略鄰國的國家看到發動戰爭的後果。
烏克蘭原本是核武大國，1994 年與美國、英國、俄羅斯在布
達佩斯簽署備忘錄放棄核武，換來俄羅斯的安全保證。
澤倫斯基表示，蒲亭入侵烏克蘭等於告訴全世界保證不算數
，就算大國自己簽字也一樣，從此再也不會有人相信約定。因此
他呼籲西方嚴懲俄羅斯，才能重新恢復國際法的公信力。
澤倫斯基 8 日曾透過視訊對英國國會下議院發表演說。 「明
鏡週刊」（Der Spiegel）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澤倫斯基 17 日早上
將在德國國會演說，不過國會方面尚未證實。

(本報訊)在接到巴基斯坦的外交抗議之後，印度國防部今天
坦承在維護過程中意外向巴基斯坦境內發射了一枚飛彈，並對此
表示 「深切遺憾」。
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今天凌晨在臉書張貼聲明，斥
責印度無端侵犯巴基斯坦空域。
聲明說，一枚 「超音速飛行物體」於 9 日下午 6 時 43 分進入
巴基斯坦空域，大約 7 分鐘後墜落在東部城市勉昌努（Mian

Channu）的地面，造成民用設施的損壞，幸無人傷亡。
聲明說 ，巴基斯坦外交部 10 日已傳喚印度駐伊斯蘭馬巴德
大使館代辦，就此事提出 「強烈抗議」。
巴基斯坦外交部提醒印度方相關 「疏失」可能造成的後果，
要求新德里進行徹底且透明的調查，並告知調查結果。
根據巴基斯坦軍方初步調查，這枚超音速飛行物體應為地對
地飛彈，但未安裝彈頭。

印度國防部今天傍晚發表回應聲明，對事件感到 「深切遺憾
」，並對未造成人命損失感到寬慰。
聲明說，這枚飛彈是在例行維護程序中，因 「技術性故障」
而意外發射，政府極為重視此事，已展開高層級調查。
印度與巴基斯坦於 1947 年脫離英國管轄各自宣布獨立，但
分家的過程不愉快，雙方為克什米爾打了多次大小規模戰爭，關
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稍有不慎即可能擦槍走火。

向巴基斯坦誤射超音速飛彈 印度承認：技術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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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松綁”後 歐盟新冠疫苗接種量驟降
歐洲聯盟數據顯示，歐
盟新冠疫苗接種量今年以來
持續下降，到 2 月第四周跌
至一年多以來最低水平。路
透社解讀，這與歐盟新冠感
染放緩，多國政府放寬防疫
限制，以及公衆對疫情關注
度降低有關。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
域辦事處先前警告，部分
歐洲國家過早解封令人擔
憂，強調接種疫苗仍是歐
洲地區防止重症和死亡的
最佳手段。

370 萬劑新冠疫苗，單周接種
總量爲 2021 年 1 月以來最低
值。
據路透社報道，進入
2022 年，歐盟地區疫苗接種
量逐漸下降，2 月中旬起降速
加快，平均每周減少大約
30%，降速爲非節假日時期
最快。
同一時期，歐洲多國政
府開始放寬或解除防疫限制
措施，不再要求民衆在公共
場所或辦公地點出示疫苗接
種證明。
另一方面，法國和意大
接種量驟降
利的數據顯示，兩國疫苗接
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 種量 2 月中旬開始下降時，
心數據顯示，截至 2 月 27 日 兩國網民對新冠疫情相關消
的一周內，歐盟地區共接種 息的搜索量降至疫情暴發以

英國夫婦抱怨鄰居在屋頂天窗

放置假人模特監視他們
侵犯他們的隱私權

綜合報導 生活在英國倫敦旺茲沃思區（London Borough of Wandsworth）的一對夫婦這兩年遇到了一件煩心事，那就是他們的鄰居在屋
頂開了一扇天窗，而且在天窗旁邊放了一個極爲逼真的假人模特，這讓
他們感覺非常不舒服，覺得這個假人模特是在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侵
犯了他們的隱私權。
據報道，服裝設計師羅茜· 泰勒-戴維斯（Rosie Taylor-Davies）和
丈夫克裏斯托弗（Christopher）在裏士滿公園（Richmond Park）附近
住了大約 27 年，本來每天打開窗就能欣賞美景，但鄰居西蒙· 庫克
（Simon Cook）的行爲讓他們不得不拉上窗簾，小心翼翼防止隱私
泄露。
根據這對夫婦的說法，從西蒙家的天窗可以看到這對夫婦家在頂層
的臥室，包括一個透明的浴室，這意味著如果不拉上窗簾，這對夫婦的
隱私會一覽無余。他們把這一切歸咎于西蒙在安裝天窗的時候沒有使用
磨砂玻璃，以至于他們換衣服還要躲到書櫃後面。
爲此，羅茜和克裏斯托弗把當地的地方議會告上法庭，因爲地方議
會當初認爲西蒙的天窗面朝天空，對鄰居影響比較小，就任由他安裝透
明玻璃，而且允許他打開天窗。
羅茜和克裏斯托弗的律師斯蒂芬· 威爾（Stephen Whale）表示，地
方議會應該對西蒙采取行動，要求他關上天窗並且遮擋玻璃窗，這麽做
對西蒙沒有損失。但法官認爲，雖然西蒙確實沒有考慮羅茜夫婦的
感受，但也沒有任何條款規定他一定要按照羅茜夫婦的要求安裝天窗，
所以，只能判羅茜夫婦敗訴。

意大利各大區政府開始

共同擬定解除防疫措施時間表
綜合報導 意 大 利 總 理 德 拉 吉 曾 表 示 逐 步 放 寬 防 疫 規 則 。 由 于
沒有迹象表明，意大利政府的承諾正在進行立法程序或分階段落
實，意大利各大區政府表示，將盡快推動中央政府修正相關防疫
法規。
據報道，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上個月初宣布，政府正在制定一個時間
表，爭取在 2 月 7 日放寬防疫規定。德拉吉 2 月 19 日又表示，政府將逐
步結束健康通行證制度，並放寬對疫情的限制。
報道稱，由于沒有迹象表明，意大利政府的承諾正在進行立法程序
或分階段落實，意大利各大區政府表示，將盡快推動中央政府修正相關
防疫法規。各大區政府已開始共同擬定解除防疫措施時間表，並推動 4
月 1 日結束綠色通行證制度，在複活節前取消室內佩戴口罩規定。
意大利地區會議主席費德裏加表示，首先應對當前綠色通行證規則
的遵守情況進行嚴格審查，認真評估旅遊旺季的市場防疫規則，力爭複
活節假期取消室內佩戴口罩。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表示，贊成逐步放寬綠色通行證的限
制，直至最後取消綠色通行證制度。此外，中央政府和衛生部將會
認真評估地方政府所起草的防疫法令修正議案，但當務之急應該是
恢複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的正常客容量，並在 4 月中旬取消室內佩戴
口罩要求。
意大利民防部當地時間 7 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2083 例，死亡病例
130 例 。 截 至 7 日 18 時 ， 全 國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13048774 例 ， 死 亡 病 例
156017 例。

來最低水平。
美國放寬防疫限制措施
後，近期新冠疫苗接種數量
同樣急劇下降。美國疾病控
制和預防中心數據顯示，截
至 2 月 25 日的一周內，美國
新冠疫苗接種量跌至 2020 年
12 月啓動疫苗接種以來最低
水平。
世衛表擔憂
目前，歐盟大約 72%的
人口接種兩劑疫苗，仍有
數 以 千 萬計歐盟居民尚未接
種。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與控
制中心數據，2 月第四周歐盟
接種的 370 萬劑疫苗中，大約
23 萬劑爲首劑接種；從比例

上來說，加強針約占其中
66.7%，第一針只占 6%，其
余爲第二針。
路透社解讀，這表明歐
盟仍有部分人口抵觸接種新
冠疫苗。
世衛組織歐洲區域辦事
處主任漢斯· 克盧格上月強
調 ，新冠病毒仍是“可致命
的”病毒，而接種疫苗仍是
歐洲地區防止重症和死亡的
最佳手段。
他當時提醒，歐洲地區
的新冠疫苗覆蓋率存在明
顯差異，建議新冠疫苗接
種率相對較低的部分歐洲
國家不要盲目效仿接種率
較高的國家，過早放松防
疫措施。

荷蘭格羅寧根人想通了，管什麼地震
必須繼續開采天然氣！
綜合報導 荷蘭不是沒有天然氣資
源，而是因爲開采在北部的大氣田的天然
氣會引發輕度地震，造成房屋的損壞，因
此，在居民抗議下，荷蘭政府決定逐步減
少並完全停止本國的天然氣開采。
但是，面對著對俄羅斯的制裁，必須
減少對其天然氣的依賴，導致能源價格的
高漲，怎麽辦？
增加格羅甯根的天然氣開采以減少對
俄羅斯的依賴，目前，大多數格羅甯根居
民贊成進一步開放天然氣的龍頭，地震區
的人比地震區外的人准備得更充分。
這是由調查機構 Enigma Research 受
《北方日報》（Dagbladvan het Noorden）
委托對格羅甯根省居民進行的一項有代表
性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格羅甯根的 83%受
訪者認爲荷蘭應該停止進口俄羅斯的天然
氣。
幾乎三分之二的格羅甯根居民（61%）
贊成在格羅甯根重新打開燃氣的龍頭。
居住在地震區的格羅甯人比居住在地
震區外的本省同胞更支持恢複天然氣開
采。荷蘭國家礦業監督局（SodM）一直表
示，如果格羅甯根的所有房屋都得到加固
，最多可開采 12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這還是相對安全的。但目前情況並非如此

，就目前而言，SodM
認爲應盡快將開采量
降至零。
需求沒有規律
從上周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荷蘭從俄
羅斯方面獲得了大
約 170 億 立 方 米 天
然氣，但停止從該國
進口天然氣的呼聲越
來越高。因此，越來
越多建議再次打開格羅甯根的天然氣
龍頭。
荷 蘭 埃 因 霍 溫 理 工 大 學 （TU Eindhoven）的能源技術教授 David Smearders 表
示，由于天然氣價格高企，內閣應重新考
慮重新開放格羅甯根的氣田。
根據這項調查，格羅甯根省的許多居
民表示，他們因戰爭而表現出團結一致，
需求是沒有規律的。

複地震破壞的基金。
調查顯示，並不是每個人都對此充滿
熱情：28% 的受訪者反對打開天然氣龍頭
。格羅甯格土壤運動 GBB（Groninger Bodem Beweging） 上周宣布，並不像這樣
，並稱其爲“純粹的幻想”。根據 GBB
的說法，對于這場危機的表述過于簡單，
在格羅甯根不存在財務問題，而是安全問
題。
到目前爲止，荷蘭政府一直表示，只
有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才會恢複使用格羅
近 30%反對：“純粹的幻想”
幾乎十分之九的格羅甯根居民認爲， 甯根的天然氣。
荷蘭第二議院將于下周三就俄羅斯天
一旦開放天然氣龍頭，應該讓格羅甯根受
然氣問題舉行圓桌會議。
益，這筆錢必須用于格羅甯根自行安排修

俄駐西方外交機構頻遭襲擊
俄方要求嚴懲相關肇事者
綜合報導 自俄羅斯對烏克
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後，俄羅
斯與西方關系極度惡化。近日
，俄羅斯駐西方國家外交機構
和人員遭到襲擊事件頻發。俄
外交部表示，這是嚴重違反國
際公約的行爲，要求嚴懲相關
肇事者。
俄新社報道稱，當地時間 7
日 13 時 30 分，一輛大卡車開到
俄羅斯駐愛爾蘭大使館大門前，
倒車並徹底撞壞了大使館大門。
俄羅斯駐愛爾蘭大使館發言人
稱，大使館大門被卡車撞擊時
愛爾蘭警察就站在附近，卻袖

手旁觀。之後，卡車司機被羁
押並遭到指控。俄大使館表示
“堅決譴責這種針對和平外交使
團的犯罪行爲”，並發表聲明
稱：“使館認爲這一事件明顯
粗暴違反了 1961 年《維也納外
交關系公約》第 22 條。使館正
與愛爾蘭外交部聯系，要求愛爾
蘭當局采取全面措施確保使館員
工及家屬的安全。”
8 日，針對俄羅斯駐愛爾
蘭大使館大門被卡車撞擊一事
，俄羅斯外交部召見了愛爾蘭
駐俄羅斯大使並向其表達了堅
決的抗議。俄外交部表示，愛

爾蘭執法機構的不作爲是不可
接受的，他們有義務維護外交
機構的安全。俄羅斯要求愛爾
蘭正式道歉並給予賠償。
據報道，自俄羅斯采取特
別軍事行動以來，這不是俄駐
外機構和人員首次遭到襲擊。7
日淩晨，俄合作署（聯邦獨聯
體、海外僑民事務和國際人道
主義合作署）駐巴黎代表處也
遭到襲擊。俄外交部發言人紮
哈羅娃表示，7 日，一瓶易燃液
體被扔進了“俄羅斯之家”的
大樓，所幸只是砸到欄杆，沒
有造成人員傷亡。俄羅斯要求

法國當局確保俄官方機構的安
全。5 日，俄一名外交官在立
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遭到多人襲
擊。
上月底，俄羅斯駐冰島大使
米哈伊爾· 諾斯科夫也稱，俄羅
斯駐冰島領事館遭到襲擊，外
交官受到威脅，此外工作人員
不斷收到含有侮辱和威脅話語
的電子郵件。一些俄羅斯網民
認爲，目前在西方一些國家不
時出現襲擊俄羅斯駐外機構和
人員的事件，主要是由于西方
國家煽動反俄情緒所致。這些
國家政府對此負有主要責任。

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2年3月12日

Saturday, March 12, 2022

A7

拜登警告俄勿動用化武
矢言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矢言，若俄羅斯在烏克蘭
拜登在宣布對莫斯科祭出新制裁時表示： 「我不想談論這 彈等價值數百萬美元武器至烏克蘭，並分享情報。
動用化學武器將會付出 「沉重代價」，同時保證避免激怒莫斯 項情報，不過俄羅斯一旦動用化武，他們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拜登再度強調，美軍不會在烏克蘭戰鬥。
科引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
。」
他說： 「我們不會在烏克蘭與俄羅斯戰鬥。北大西洋公約
法新社報導，此前俄羅斯指控烏克蘭和美國發展生化武器
在俄羅斯要求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天就據稱在烏克蘭 組織（NATO）與俄羅斯直接對抗就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
，西方國家認為這是俄羅斯可能為俄烏戰爭動用化武鋪路的花 製造生化武器一事召開緊急會議。
是我們必須要盡力防止的事。」
招。
如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般，美國正運送諸如防空和反坦克飛

美英印太協商聯合聲明
重申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綜合報導）美國與英國今天發布印太地區協商聯合聲明
，擴大在印太地區的結盟與合作，並重申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
重要性。
美國與英國於 7 至 8 日就印太議題舉行高階協商，美方由
美國印度太平洋地區事務協調官康貝爾（Kurt Campbell）與來
自國務院、國防部與國安會代表與會，英國代表團則由副國安
顧問庫里（David Quarrey）領軍。
聲明指出，美英兩國官員決心擴大在印太地區以及與區域
的結盟與合作，也歡迎大西洋與太平洋地區盟國與合作夥伴間
日益增強的協調。為加強承諾並確保承諾得長期維持，美英同

意未來將就印太地區持續對話。
美英也注意到包括日本、澳洲、韓國、紐西蘭與新加坡在
內的印太國家做出前所未有的承諾，支持烏克蘭，並要俄羅斯
的野蠻與無端攻擊付出代價。他們也注意到這些舉措是美、英
與歐洲合作夥伴加強與印太地區往來，並準備面對中國系統性
競爭挑戰之際所做的。
美英官員承諾協調實施美國印太戰略與英國印太傾斜，並
注意美、英、澳 3 國組成 AUKUS 聯盟的協商進展，並重申確
保交付常規武器核動力潛艦與其他先進武力，以促進區域安全
穩定。

美英也同意在印太地區尋求積極的經濟參與，包括支持潔
淨綠色倡議（Clean Green Initiative）和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議程、就關鍵技術與新興科技展開合作、
確保經濟安全並反對經濟脅迫。
聲明在談到台海時，重申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並討論香港議題。
未來數個月，美英將共同合作建立與太平洋島嶼的夥伴關
係，支持與推動和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與其成員的具體
合作，並加強與印度關係。

美否認烏克蘭發展生物武器 俄要求安理會商議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今天表示，烏克蘭生物實
驗室未製武器或做危險研究，抨擊這種指鹿為馬的說法是俄羅
斯 「典型」宣傳手段。外交人員說，聯合國安理會將應俄國要
求在明天集會。
「國會山莊報」（The Hill）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
恩斯（Avril Haines）告訴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烏克蘭管理十多
座用於生物防禦和公共衛生因應的生物實驗室。她說，美國至
少在過去曾 「在生物安全的背景下」對這些實驗室 「提供援助
」。
她還說： 「這是我們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做過的事。」
海恩斯強調，這些實驗室並未用於任何類型的武器發展。
海恩斯說： 「我們不評估烏克蘭是在尋求生物武器或核子

武器。這種帶風向行動是俄羅斯長久以來的一貫做法，指控美
國資助生物武器…這是俄方典型舉動。」
路透社報導，外交官員表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應俄羅
斯要求在明天集會，討論俄方在未提供證據下指稱美國在烏克
蘭參與軍事生物活動的說法。
這場會議預定明天上午（台灣時間 11 日晚間）舉行。
俄羅斯駐聯合國公使紀柏梁（Dmitry Polyanskiy）在推文
中說： 「俄羅斯代表團要求安理會 3 月 11 日召開會議，討論美
國在烏克蘭領土上軍事生物活動一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昨天在聲明中表示
，俄羅斯正在捏造不實的藉口，企圖將自身在烏克蘭的可怕行
為合理化。

烏克蘭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擁有公共衛生實驗室，研究如
何減輕影響動物和人類的危險疾病威脅，這些實驗室獲得美國
、歐洲聯盟（EU）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支持。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今天表示，他擔心俄羅斯
會在烏克蘭部署化學武器。
強生在天空新聞網（Sky News）訪問中說： 「大家聽到有
關化武的東西，這是直接出自他們的劇本。」
「他們開始在說有化武是他們的對手或美方所儲存，因此
當他們自己在部署化武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想好某種…假故事
，準備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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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森林火災過火面積逾 2.1 萬公頃

重災區增至四地

印度男子 2000 英鎊打廣告征婚
在倫敦一地鐵站買 6 米高廣告牌
綜合報導 今年 31 歲的吉安來自印度，
據報道，吉安不再花幾個小時浏覽約會
他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了牛津廣場火車站一個 軟件，而是用一種新穎的方式來尋找愛情，
20 英尺（約 6 米）高的廣告牌上，希望有意 他租了一塊巨大的廣告牌，在數千名通勤者
追求他的人看到廣告牌後，能和他取得聯系 面前爲自己打廣告。
。截至 3 月 7 日約有 50 人聯系他。
吉安希望能找到未來妻子——“瑞特太
太”。在廣告牌上，吉安
穿著一套大膽的粉色西裝
，看起來精心打扮，旁邊
是他的招牌搭讪語：“你
即將要帶走的，是全印度
最好的男人”。
他于 3 月 3 日啓動了耗
資高達 2000 英鎊（約 17000
元人民幣）的廣告宣傳活
動，計劃持續兩周。但他
的廣告牌被挂出去的當天
，就因地鐵工人罷工而失

去宣傳效果，這意味著他在當天沒有收到任
何追求者的相親申請。
但是到了 3 月 7 日，吉安告訴記者說:
“一切進展順利，到目前爲止，我已經收到
了大約 50 個追求者的申請。有些是真實的，
有些則不是。我得把它們都整理一下，看看
有沒有人能引起我的注意。”
在他的個人網站上，吉安說：“自從我
感染了新冠病毒以來，很難讓自己走出困境
。我更感興趣的是見面，而不是通過無數條
短信交流。所以是時候做一些更有創意的事
情了。爲了尋找我的理想伴侶，我願意參加
任何比賽。我的理想型妻子應該是一個以家
庭爲導向的、謙虛的、想要充分利用生活的
人。她懂得欣賞幽默，不把生活看得太嚴肅
。而且她還應該擁有良好的性格，要有積極
、不傳統的心態。”
吉安在業余時間是做 DJ 的。他說，會根
據情況考慮將廣告牌相親的這個創意擴大到英
國的國王十字車站或倫敦的其他車站裏。
當被問及他是否在公關公司工作時，吉
安說他不是，這個廣告牌相親的創意只是他
的個人行爲。

綜合報導 日本一項政府調查顯示，出于對未來經濟前景
向好的預期，約七成日本企業打算今後三年招聘更多員工，
這一比例創下 1992 財政年度以來新高。
日本內閣府今年 1 月向在東京證券交易所和名古屋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日本企業發起上述調查，收到 1155 家公司的回
複。日本廣播協會本月 7 日援引調查結果報道，約七成日本
企業打算在始自今年 4 月的三年時間內招聘更多員工，這一
比例比前一年的同類調查高出約 10 個百分點，也是自 1992 財
年有可比性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
調查顯示，從企業類別看，79%機械制造企業有“擴
招”打算，這一比例在化工企業、不涉及制造業的保險企業
和建築企業中分別爲 73%、100%和 92%。
內閣府說，調查結果顯示，因新冠疫情受到抑制的企業
用工情況有望恢複。它同時表示，受俄烏局勢和新冠病毒變
異株奧密克戎蔓延的影響，經濟前景的不可預測性增強，企
業未來用工意願或許會發生變化。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

5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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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

真耶穌教會

西南華人浸信會

關榮根
主任牧師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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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屢禁不止
且愈演愈烈的考試作弊
問題令印度頭疼不已。
英國《泰晤士報》援引
印度報業托拉斯（PTI）
的報道稱，西孟加拉邦
政府表示，隨著高中入
學考試拉開序幕，他們
計劃通過網絡幹擾器切
斷部分地區網絡，以防
試卷泄露。
據 PTI 報 道 ， 除 切 斷 互 聯 網 外 ，
該邦官員還計劃采取其他措施防止
作弊，比如考生不能在考試過程的
前 1 小時 15 分鍾內上廁所，以防有人
提前將答案藏在那裏；還有很多考
場加設監控裝置。西孟加拉邦官員
稱此舉十分必要，因爲試卷照片曾
多 次 流 傳 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等 社 交
平台上。
印度高中入學考試于 7 日開始，每
年約有 200 萬名 15 至 16 歲學生參加，即
使官方明令禁止使用手機和其他電子設
備，作弊醜聞之多依舊令印度人震驚。
這已經不是印度第一次通過斷網防止作
弊了。去年 9 月 26 日，爲防止有人在教
師資格考試中作弊，印度拉賈斯坦邦政
府采取強制關閉和限制互聯網措施，令
逾 2500 萬人受到影響。

調查：更多日企
打算擴大雇工規模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0:00am
11:00am
11:15am
1:30 pm

A8
防止考試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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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 8
日推算，截至當地時間 8 日上午 6 時，東海
岸地區發生的大規模森林火災造成 21772 公
頃森林被燒毀，面積超過首爾市的三分之一
，相當于 30493 個足球場。
報道稱，此次森林火災過火面積已逼
近曆史紀錄，韓國境內規模最大的一次山
火 是 2000 年 發 生 在 東 海 岸 地 區 的 山 火
(23794 公頃)。
雖然尚未報告人員傷亡，但共有 570 處
設施受損。
據報道，以 7 日晚 10 時爲准，山林和消
防部門共投入 2769 名人力，381 套滅火裝備
開展余火清理工作，以防火勢蔓延。
韓國總統文在寅 8 日宣布，將發生大型
森林火災的江原道江陵市和東海市劃爲重災
區。
青瓦台發言人樸炅美當天發布消息稱，
繼慶尚北道蔚珍郡、江原道三陟市後，再次
劃定江陵市和東海市爲重災區，以便中央政
府直接支持救災及重建工作。
被劃爲重災區後，相應災區住宅恢複重
建將按私有 70%和公有 50%的比例獲得中央
財政補助，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相應減輕。
災民將領取生活安定補助金，享受地方稅緩
繳、公共事業收費減免待遇。
文在寅日前指示幕僚，在幫助災民恢複
居住生活的同時，爲受災的小工商業者、個
體戶、農民迅速提供融資支持和農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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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接受新華社專訪 分析疫情回應關切

抗疫頭等大事 誓降重症死亡


(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近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介紹
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進展，以下為訪問
全文︰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新增病例
居高不下，目前陽性檢測個案已超過 50 萬

宗，防疫抗疫形勢十分嚴峻。
就如何更好落實特區政府抗疫主體責任，科
學精準施策實現防控目標，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 9 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分析疫情形勢
和介紹抗疫政策的同時，對大眾關切的問題也予
以回應。

抗疫是特區政府壓倒一切的任務
連日來，林鄭月娥多次強調將帶領特區政府
切實負起主體責任，盡快穩控第五波疫情。
9日下午，林鄭月娥在接受專訪時說：“特區
政府有 60 多個部門和 18 萬公務員，要全部調動起
來。一是必須要有鬥爭的精神，把病毒當成敵
人；二是在打仗時要不斷調整策略；三是要上下
齊心。”
林鄭月娥說，現在所有同事都知道抗擊疫情
是我們的頭等大事，是壓倒一切的任務。“無論
是參與支援病患，還是在社區隔離設施服務，都
把公務員送上前線打仗。”
林鄭月娥也承認，特區政府在一些方面做得
不太好，比如在信息發布上。她說，這次抗疫戰
裏，給老百姓提供準確資訊非常重要。要完善和
提升這方面的能力，更加公開和透明，定期為社
會帶來準確權威的信息。
9日上午，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宣布將啟動加
強版新聞發布工作，除每周二舉行行政會議前見
記者外，她每日將聯同一些相關局長交代工作進
展，並澄清謠傳和誤會，提供權威信息。
“過去兩年的疫情新聞發布主要是醫療機
構，談的是有關疫情的數字等情況。但現在已經
在打仗，社會還需要了解食物供應和疫苗接種率
等其他事。”林鄭月娥說。
“尤其這一次疫情和以往不同，有中央的支
持。”林鄭月娥強調，中央的支持每天都要講，
讓香港老百姓知道國家真的是香港最堅強的後
盾。

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當前香港疫情防控的重點是“最大限度降低
感染，最大限度降低重症，最大限度降低死
亡”。林鄭月娥表示，政府吸納了內地專家的意
見，當感染程度已經比較廣泛時，應該更集中把
有限的資源用到一些更需要的地方，確保香港市
民特別是長者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據介紹，截至 9 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死
亡達 2,656 人，死者絕大部分是年邁的長者，年齡
中位數超過80歲，大部分都有長期病患。
“老人家無論在家裏、安老院裏或已經進入
醫院，我們都要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治療，包括藥
物治療和個人照顧。”林鄭月娥說，未來的重點
還是圍繞老人進行。
9日上午，林鄭月娥公布了特別針對長者的分
流和分層治療多項措施。她指出，死亡的長者病
患很多住在安老院舍中，政府已找到一些酒店，
對在安老院服務的工作人員進行閉環管理，並在
社區或託管中心安排護士查看長者病患身體狀
況，同時安排指定診所和專門車隊為居家隔離的
長者病患服務。
集中調動醫療資源也是重要舉措。林鄭月娥
說，要把一些相關個案集中在一些定點醫院，在
很短時間內擴大公營醫療系統裏的相關病床。
“現在我們只有幾千張病床是隔離治療，在
很短的時間要把這個數字增加到 16,000 張，而醫
院管理局所有醫院裏的總病床才 3 萬多張，相當
於把一半病床都收治新冠病人。”她說，現在治
療是首要工作，讓輕症盡量不要變為重症。
除了減少重症、減少死亡，林鄭月娥說，希
望能看到疫情較為平穩向下的時候，進行全民強
制檢測。全民檢測要是一次不夠就做兩次，兩次
不夠就做三次。但對具體執行的時機，她認為還

▲ 林鄭月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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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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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要做綜合考慮，並聽取專家意見。

盡力把得來不易的設施用好
9日，第二個由中央援建的社區隔離設施新田
方艙醫院交付特區政府。此前，中央援建的青衣
方艙醫院已於 1 日正式交由香港特區政府營運，
並接收首批無症狀或輕症新冠肺炎確診者。
據了解，目前元朗潭尾、洪水橋、港珠澳大
橋香港口岸、粉嶺等臨時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
（方艙醫院）的建設，整體進展順利。位於竹篙
灣和啟德的兩個永久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項目也
正在持續推進中。
林鄭月娥特別感謝中央援建的社區隔離設
施，大大提升了隔離能力。“香港可能有高達 7
萬個社區隔離的單位或床位。”
她認為，青衣方艙醫院目前已利用得較好。
對一些質疑入住率不高的聲音，她解釋說，方艙
醫院不是空間比較大的醫院模式，而是小的個別
的單位——1,300個單位，每個單位裏有3張床。
“現在的分配方法是，如果感染的人來自同
一個家庭，就放到一個單位裏。我們曾經安排過
不同家庭的人進入一個單位，但發生了一些摩
擦，所以很難 3,900 張床完全都使用。”她說，
“到目前為止能用的單位和床位都用得不錯，以
單一單位計算，今天能用起來的已經超過
80%。”
對於方艙醫院治療和生活條件的疑問，林鄭
月娥解釋說，這是一些臨時的隔離設施，現在平
均隔離時間大約 5 天，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希望香
港市民能夠配合。“當然在有能力時我們都會不
斷改善，像吃的飯菜多一些種類等。”
她說，最關鍵的是讓這些設施更好地發揮其
應有作用。
“第一個交付使用的青衣方艙醫院在一塊約6
萬平方米的土地上，用7天時間建了1,300個單位，
憑香港自己的能力肯定做不到。”林鄭月娥說。
“我們肯定會盡力把這些得來不易的設施用
好。”她說。

風浪過後，香港會變得更好更強
過去兩年，香港成功抗擊了 4 波疫情，但未
能抵擋住奧密克戎毒株的超強傳播性。
林鄭月娥說，這次抗疫戰得到中央全力支
持。“因為這次疫情的嚴峻性，真的是在檢測、
隔離和治療的每一個環節都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應
對能力，只能請中央出手幫忙。”
林鄭月娥說，中央真的是有求必應，對香港
提出的要求照單全收。
“本來我們請的專家主要是流行病學調查方
面的，但中央看到我們的老人家比較多，死亡個
案也不斷上升，所以就派了一些治療重症的專
家，我們高度重視內地專家的意見。”她說。
“希望是一個社會前進的動力，希望的基礎
就是信心。”林鄭月娥表示，過去幾年香港經歷
了這麼多風浪，都能在中央的支持下安然度過，
“而且每次經過了大的風浪，香港都會變得更好
更強。這次也不會例外。”
她說：“我相信香港的未來肯定會更美好，
我也相信經過這次中央大力援港，香港人對國家
的向心力肯定會更強。”

文匯讀者千字電郵
七方面建言政府
◆ 程小姐表示
程小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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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封強檢現場視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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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連嘉妮）新華社 10
日刊出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的專訪，介
紹特區政府的抗疫進
展，當中談到特區政府
如何切實負起主體責
任，加強疫情相關訊息發布、圍繞老人進行抗
疫工作、用好中央援建設施等。有關新聞引起
社會熱議，亦有不少市民、讀者向香港文匯報
就事件發表意見，其中一名讀者程小姐更寫下
千字長文電郵，就檢視香港抗疫短板、推動特
區政府作整全計劃、做好分層治療、做好部門
協調、加強資訊發布、用好國家支援及內地專
家離港後續等七方面提出意見，香港文匯報決
定摘錄相關內容，反映市民意見，助社會凝聚
共識。（讀者電郵全文可掃二維碼觀看）
意見一︰現時香港抗疫還有什麼短板？
程小姐指出，特區政府不能等問題變嚴重
才落實相關舉措，強調政府應就更多短板問題
率先提出方案處理。例如在幼兒、殘疾人士院
舍等方面要推動疫苗接種工作；要對前線醫護
提供支援；加強方艙醫院的應用；做好針對性
的、面向不同需求人群的資訊發放。
意見二︰到底有無整全的計劃？是否已盤
點好可動用的資源？
程小姐提出，特區政府對自己已有的、可
動員的、可請求中央支援的資源，是否已有全
面的盤點，強調政府要做到國家衞健委新冠疫
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所
說的“用在刀刃上」。
她又建議，政府在抗疫工作上要有“時間
性的推動概念」，在疫情嚴峻、紓緩，以至受
控時須對資源分配有變陣安排。
意見三︰如何做好分層治療？
程小姐肯定政府將伊利沙伯醫院改為定點
醫院的舉措，但強調還要用好其他設施，疏導
香港龐大的確診人數。她提到，既然現時隔離
設施還有大量閒置空間，政府可以考慮將去醫
院求醫的輕症病人直接移送至隔離設施，“這
樣既可保障寶貴的醫院床位不被濫用，也不會
讓求診市民不被重視，更可以令市民在前往醫

院前自行評估是否可以居家隔離以解決問
題。」
同時，她亦強調要做好研究，評估什麼人
群易變重症，並冀政府解說如何建立以長者為
核心的分層分級治療體系。
意見四︰如何做好部門之間的協調？
程小姐以青衣方艙醫院為例，強調由保安
局營運的社區設施，及由衞生署負責安排病人
入住方面之間，要做好協調；並指出像“安心
出行」，創科局做好研發後，行政執行也要跟
上，以最大化其作用。
意見五︰如何加強資訊發布？
程小姐認為特首每日主持記者會，政府的
考慮讓市民了解得更清楚了，但建議還應有更
多手段，如讓居家工作的公務員，分出更多人
處理市民求助；及就政府的網上資訊分類確診
者、密切接觸者、一般市民、康復者等不同入
口，將相關資訊分類配置，讓市民更便捷地取
得所需資訊。同時，對於“封城囤物資」等謠
言，特區政府應盡快動員不同相關部門作出口
徑一致、互相關連的回應。
意見六︰如何用好國家支援、用好緊急法
已通過的尚方寶劍？
程小姐指出，由內地屠宰員到院舍護理員
到醫護人員等，特區政府都要用好這些支援。
她又表示，特區政府已藉“緊急法」通過了可
以豁免很多法定要求的“尚方寶劍」，希望政
府更加善用，如引入內地護理員、醫護專家到
香港的醫院幫忙。
意見七︰內地專家離港後，特區政府怎麼
辦？
程小姐認為，專家組此行給予香港很多有
用的意見，但始終有離港的一日，“特區政府
如何吸納有用的意見，參考內地的處理，整理
好相關對策？這是香港人最期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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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聚焦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閉幕 汪洋冀委員履職為民

緊扣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議政建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
收到提案數量及涉及內容

華社報道，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
五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

共收到提案5,979件：

10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閉幕。

◆立案的提案4,979件

會議號召，人民政協各級組織、

◆併案的提案35件

各參加單位和廣大政協委員，要

◆轉為意見和建議的提案965件

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立案的提案中：

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奮發進

◆經濟建設方面提案1,911件，佔38.4%

取，勇毅前行，以實際行動迎接

◆政治建設方面提案499件，佔10.0%

中共二十大勝利召開，為奪取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
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文化建設方面提案389件，佔7.8%

◆3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舉行閉幕會。汪洋主持
閉幕會並發表講話。 新華社

會議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全國政協副主
席張慶黎、劉奇葆、帕巴拉．格列朗傑、萬

◆社會建設方面提案1,543件，佔31.0%

◆3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閉幕。習近平、
李克強、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主持閉幕會並發表
講話。
新華社

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
汪洋在講話中說，這次會議廣泛匯聚正能
量，開出滿滿精氣神，是一次高舉旗幟、民主團
結、求真務實、簡約高效的大會。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等黨和國家
領導同志出席大會開幕會和閉幕會，深入界別小
組聽取意見，與委員共商國是。全體委員認真討
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報告，審議全國政協常委
會工作報告等文件，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深入
協商議政。委員們一致表示，要深刻領悟“兩個
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深刻認識新時代的原創性
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標誌性成果，
切實增強“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要把迎接中
共二十大、學習宣傳貫徹二十大精神作為今年重
大政治任務，在思想引領上求實效、在協商建言
上出成果、在服務大局上有作為，為保持平穩健
康的經濟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風清氣正
的政治環境貢獻政協力量。

鋼、何厚鏵、盧展工、馬、陳曉光、梁振英、
夏寶龍、李斌、巴特爾、汪永清、何立峰、蘇
輝、鄭建邦、辜勝阻、劉新成、何維、邵鴻、高
雲龍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王滬寧、趙樂
際、韓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匯聚正能量 開出精氣神
上午9時，閉幕會開始。汪洋宣布，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應
出席委員 2,157 人，實到 1,969 人，符合規定人
數。
會議通過了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
會議關於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政協第十
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關於政協十三屆四次
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報告的決議、政協第十三
屆全國委員會提案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三屆五次會
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交上五年期合格答卷
汪洋強調，今年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履職的最

後一年。在本屆政協第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我們
提出要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政治
組織賦予我們的責任，強調必須旗幟鮮明講政
治、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履職盡責、必須求真務實
提高協商能力水平。四年來，我們認真踐行這些
工作原則和理念，增強了政治能力、為民情懷和
協商本領。在新征程上，踐行這些原則和理念必
須一以貫之、做得更好。要不斷增強政治判斷
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自覺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切實擔負起把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和
對人民政協工作的要求落實下去、把海內外中華
兒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的政治責任。要堅持履
職為民，深入實際察民情，獻計出力解民憂，春
風化雨聚民心，傾聽人民呼聲，反映人民訴求，
集中人民智慧，緊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議
政建言，把委員作業寫在中華大地上、寫到界別
群眾的認可裏。要進一步提高協商質量、健全協
商制度、培育協商文化，注意總結新鮮經驗和做
法，不斷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
量的制度化實踐，真正做到遇到問題多協商、雙

◆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提案613件，佔12.3%
◆其他方面提案24件，佔0.5%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向互動會協商、坦誠相見真協商、充分交流深協
商。
汪洋強調，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
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高舉理想
信念之旗，高揚團結奮鬥之帆，篤行不怠勤履職，
再接再厲續華章，交上一份五年期的合格答卷，以
實際行動迎接中共二十大勝利召開。
出席閉幕會的領導同志還有：丁薛祥、王晨、
劉鶴、許其亮、孫春蘭、李希、李強、李鴻忠、楊
潔篪、楊曉渡、張又俠、陳希、陳全國、陳敏爾、
胡春華、郭聲琨、黃坤明、蔡奇、尤權、曹建明、
張春賢、沈躍躍、吉炳軒、艾力更．依明巴海、萬
鄂湘、陳竺、王東明、白瑪赤林、丁仲禮、郝明
金、蔡達峰、武維華、魏鳳和、王勇、王毅、肖
捷、趙克志、周強、張軍等。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有關部
門負責同志列席閉幕會。外國駐華使節等應邀參
加閉幕會。
大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閉幕。

今年國防預算增7.1% 吳謙：應對安全挑戰需要

對“台獨”絕不姑息 露頭就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十三屆全國
人大五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新聞發言
人吳謙 9 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國增加國防
費，既是應對複雜安全挑戰的需要，也是履行大
國責任的需要。 對於台灣問題，吳謙稱願以最
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但絕不容忍“台獨”分裂勢力分裂祖國。美日試
圖通過打“台灣牌”來實現其“以台制華”注定
是黃粱夢。強調美日在台灣問題上鬧得越歡，中
方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就會出手越
硬。

中國軍費公開透明
吳謙說，中國政府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
設協調發展方針，根據國防需求和國民經濟發
展水平，合理確定國防支出規模。近年來，中
國政府在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總體
保持國防支出合理穩定增長，促進國防實力和
經濟實力同步提升，“習主席深刻指出，強國

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發展與安全是一體
的兩面，富國與強軍是辯證的統一。”
吳謙表示，2022 年全國財政安排國防支出
預算人民幣 14,760.81 億元（其中，中央本級安
排 14,504.50 億元），比上年預算執行數增長
7.1%。增加的國防費主要用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按照軍隊建設“十四五”規劃安排，全
力保障規劃任務推進落實，加快武器裝備現代化
建設。
二是實施新時代人才強軍戰略，推動軍事人
員能力素質、結構布局、開發管理全面轉型升
級。
三是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保障軍事政策制
度等重大改革。
四是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持續改
善部隊工作、訓練和生活保障條件，提高官兵生活
福利待遇。
吳謙指出，中國政府按照國防法、預算法等
法律法規要求，每年的國防支出預算都納入政府

預算草案，由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和批准，依法管
理和使用，並對外公布國防支出預算總額。中國
積極參加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從 2008 年起每
年向聯合國提交上一財政年度軍事開支報告。有
些外部勢力炒作所謂“隱形軍費”，不過是毫無
根據的天方夜譚。

較美仍處較低水平
“與美國等軍事大國相比，中國國防費仍處
於較低水平。”這位發言人說，中國的國防支出
不論是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佔國家
財政支出的比重，還是國民人均國防費、軍人人
均國防費等都是比較低的。
他還表示，中國增加國防費，既是應對複雜
安全挑戰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國責任的需要。歷
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中國軍隊始終是捍衛國家
利益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國防費保
持適度穩定增長，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就台灣問題，吳謙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同
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
人。我們一貫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
針，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兩岸和平統
一的前景，但絕不容忍“台獨”勢力分裂祖國。

美日玩弄台灣越歡 中方出手越硬
吳謙表示，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加緊進行“台獨”分裂活動，同
時勾連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釁。這種行徑嚴
重損害台灣同胞福祉，嚴重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
益，是造成當前台海地區緊張動盪的根源。吳謙
說，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
涉。美日試圖通過打“台灣牌”來實現其“以台
制華”的政治圖謀，注定是難以成真的黃粱一
夢。美日在台灣問題上鬧得越歡，中方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就會出手越硬。必須指
出，對於“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中
國人民解放軍絕不姑息，露頭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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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之門的金鑰之謎
記國際著名牡丹書畫大師 江宜橋

(採訪撰稿:陳鐵梅) 牡丹是花王,是富貴吉祥花、富貴之門平
安花,被稱為千年華夏的國花,雖然經歷數千年種植在世界上很多
國家,然而像休斯頓這樣的氣候卻很少見到。今天,我們從國際著
名牡丹書畫大師江宜橋身上,找到了富貴之門的金鑰匙,了解到諸
多牡丹的千年經歷與故事。
在當今的國際大背景中,富貴平
安是人生的主題曲,出身中國第一牡丹書畫世家的江宜橋大師,是
牡丹富貴之門的開門人。人民日報和中國僑網報導:江宜橋這位
出身中國第一牡丹書畫世家的藝術大師,締造了獨特的個人傳奇
。他畫過的牡丹令世人讚嘆,他不停歇的腳步處處生花,他搭建了
中美藝術文化交流的新橋樑。
江宜橋 字號:伴星牡丹翁,被譽為“北美牡丹王、國際牡丹王
子。”江宜橋 現任 美國牡丹畫院院長,美國美中牡丹書畫家協會
主席,美國中美牡丹文化基金會會長,美國牡丹文化藝術協會主席
。他在美國國會山莊首屆亞太春晚舞台,現場書畫表演 8 尺牡丹
畫,由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收藏,成為中國書畫藝術走進美國國會山
莊的第一人。
在美國總統就職慶典晚宴,江宜橋現場 8 尺牡丹書畫由印度
駐美國大使館收藏。習近平主席訪美,江宜橋代表華僑創作高 2.1
米、長 5.2 米,千年罕見的 56 種顏色的巨幅七彩牡丹花樹【中國
夢.牡丹情】,震驚中外而聞名。同時應邀為習老誕辰 102 週年創
作【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他的牡丹書畫作品被聯合國收藏、美
國亞洲文化首席專家 Jerome Silbergeld(傑若姆 謝博格)點評與收藏
。中國國務院僑辦收藏、新華社北美總分社收藏、新華社聯合國
分社收藏。國際收藏價格每平方尺三千美元,(最高價格曾達到每
平方尺一萬五千美元)。
江宜橋的牡丹書畫作品應邀在紐約世界藝術博覽會、洛杉磯
世界藝術博覽會、好萊塢、華盛頓 DC、西雅圖、溫哥華、休斯
頓 等世界各地展出。聯合國、新華社、僑報聯合展出他的牡丹
書畫。世界多國重要媒體多次跟踪報導。江宜橋在北美各地進行
公益表演,傳播牡丹書畫藝術,講解牡丹書畫與牡丹種植的古往今
來。成為北美地區牡丹的化身和代名詞。
一層層光環,折射出牡丹的光輝,透過這些光環,我們了解到,國
際著名牡丹畫大師江宜橋,是如何非同尋常的找到金鑰匙開啟富

貴之門的。
江宜橋出生在牡丹的鼻祖故鄉—洛陽
,由於叔叔是教師,很小的時候就帶著他步
入學堂。 4 歲開始學習描紅,寫大楷和小
楷,60 年來從來沒有間斷過。他 5 歲跟隨
奶奶學習剪紙、在布錦上繡花,又叫錦上
添花,用刀子刻章,中學的時候,開始畫板
報,自學工筆人物與白描。
真正開始接觸畫牡丹畫是因為父親的
影響。江宜橋說,藝術更重要的是來自外
界的熏陶。
江宜橋的父親江河是當代中國書畫一
代宗師,中國第一牡丹,世界第一白牡丹王
,也是齊白石門生,李苦禪的開門徒弟,江
河老先生的牡丹畫 2007 年在香港慈善義
賣的價格,每平方尺 12 萬港幣。如今江河老先生的精品傳世之作,
一直被高層金字塔尖和收藏界的頂端領域所青睞。
文革時期,花鳥畫不被允許,江宜橋的父親常常半夜到公園裡
打著手電去畫牡丹,在牡丹花前尋找靈感,細緻入微的研究,春花、
夏葉、秋枝、冬莖...... 這對江宜橋的觸動很大。從那時起,江宜橋
經常自己試探著畫,純粹是自己摸索的狀態,從工筆人物畫、山水
畫,到後期完全走進牡丹的藝術世界,他已經快 30 歲了。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了洛陽,到中國各地遍訪名師,從北京、上
海到廣東各地,曾受教於王雪濤、董壽平、孫其峰、諸樂三、劉
繼瑛、胡絜青等著名花鳥畫名家,並且在李苦禪門下做了八年開
門弟子。集多家精髓而後融會貫通,他將齊白石的蝦、雄鷹、荷
花的韻味用在了牡丹畫上,多年的鑽研和沈淀,一代宗師江河筆下
的牡丹,獨樹一幟的活了起來。九十年代期間,父親江河居住在北
京中南海府右街,常常與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老
舍夫人胡絜青等一代老藝術家,一起笑談藝術與人生,使其牡丹畫
作品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父親常給江宜橋講述這些故事,講
述“師古而不泥古,師造化,師當代名家。 ”學藝術要不怕碰釘子,
要有“程門立雪”的誠意。“藝術上的一些奧秘,往往自己苦苦
琢磨不得要領,而前輩名師猶如高明的魔術師一點就通。 ”
自此以後,父親陸續把手藝教給了江宜橋,牡丹、雄鷹、荷花,
尤其是父親獨具特色的蘭色牡丹,一筆一墨,精湛的奧秘逐一傳授
給了他。畫法可以模仿,人生經驗卻不能複刻,不同的藝術家也因
此風格迥異。 “藝術是要經過提煉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
“畫如其人”,“筆格高下,亦如人品”。父親說,“不教了,自己慢
慢揣摩吧。等你悟出白牡丹的金鑰匙,畫魂花魂融合,就到了爐火
純青啦。 ”
如何悟出白牡丹的金鑰匙?
跟隨父親學習牡丹畫近多年之後,江宜橋開始潛心種植和研
究牡丹花,牡丹花最早野生於山間,白色純潔傲骨,他決心領悟出牡
丹花畫魂之路。
中國書畫本質互通,自幼鑽研書法的積累,給了他很大的啟迪
。他曾從唐代大書法家柳公權楷書入門,廣泛研究練習各家書體,
上溯到甲骨文再到楷隸行草篆,從小楷到大型榜書,後來通研中國

書法五千年曆史,參悟書法和作畫的相通之處。 40 歲的一天,江宜
橋從雲南麗江玉龍雪山找到了靈感,回到洛陽龍門,和朋友一起創
作書畫時,悟出了甲骨文筆線功力深厚的靈魂,“運力筆端,渾身所
有的氣息都匯集筆尖之上,穩如磐石,刀刻斧劈,虯曲蒼勁。 ”
“中國畫離開線條和筆墨,沒有整體的韻味,就是西方的水彩畫了
”。“沿著書法的縱深歷史,寫到最後,就走進了自己的靈感世界
”。“就像 2003 年撰寫的論文,中國書畫的橫斷科學,剖開地球橫
斷面一樣,一層層的習寫揣摩歷朝歷代的書法精髓,從中找出獨特
的音樂韻律。所以學書法,甲骨文一定要學。 ”江宜橋回憶說。
江宜橋總結了中國書法五千年曆史,把他濃縮成四句話:甲骨
金石筆線功,西東漢隸變無窮,魏品唐楷鑄間架,羲庭旭素心意行。
最早的書法注重筆線與刀功;西漢時期開始講究功夫的變化;唐朝
又回到規範化,注重楷書的全局結構,最後寫出來的就是人生。江
宜橋說,這四句話,把整個書法五千年與整個人生都寫進去了。
畫魂,花魂,縈繞在江宜橋的心頭。年過半百後,江宜橋的人生
卻不斷攀登,邁向了另一個巔峰。 2009 年,江宜橋的女兒到西雅圖
上學,全家就一起移民到了美國。當時,西雅圖與重慶市結為姊妹
城市時,出資打造了一座公益性的中國園林,名叫西華園。花園裡
盛開著寥寥幾株牡丹,勾起了江宜橋的思鄉之情,更多的是花魂畫
魂之情,種植牡丹 20 餘年的他發現,因為氣候、環境各方面的地理
條件,西雅圖的牡丹比中國的還要好,他決心開闢一條洛陽到西雅
圖的空中牡丹之路。
2012 年,捐贈事宜開始啟動,江宜橋在申辦美國農業部植物進
口許可證的同時,親自回到洛陽辦理相關手續和證明。為了保險,
第一批一共運送了 230 棵牡丹,結果中國檢疫認為苗圃的消毒不
過關,報廢重新安排 230 株。歷經波折,江宜橋輾轉許久,終於將
230 株牡丹花種到了西華園。緊接著第二年,2013 年,第二批牡丹
開放在西雅圖西華園。西雅圖從一個對牡丹不甚了解的城市,到
後來本地人也開始種植牡丹。富貴花就此紅遍了西雅圖。江宜橋
每年都會捐贈牡丹,連續舉辦了 8 屆中國洛陽牡丹花節。 2017 年,
經過三年的準備,聯合國首屆中國洛陽牡丹節終於在紐約成功舉
辦。江宜橋親自培育了 56 棵七彩顏色的牡丹準備運到紐約參展,
但是西雅圖不巧出現百年不遇的倒春寒,最後當年開花的牡丹很
少,但是以江宜橋的畫展作襯托著交相輝映,依然光彩奪目。十年,
美國西海岸真正掀起了牡丹熱,從西雅圖、三藩市到洛杉磯、溫
哥華。而身處異國他鄉的牡丹書畫大師江宜橋,感悟是,個中經歷,
酸甜苦辣整十年。
如今六十多歲的江宜橋坦言,下一個十年,是他花魂和畫魂全
面融合的時代,他將在籌備《東方古典藝術》國際書畫巡展的同
時,和美南新聞集團聯合開辦《富貴之門》欄目,用牡丹花、牡丹
畫、牡丹藝術古典文物,串起千年牡丹歷史與故事的珍珠,用牡丹
這把金鑰匙,攜手更多的朋友,走進富貴之門,為平凡的生活送上更
多的富貴吉祥。
他畫過的牡丹令世人讚嘆,他不停歇的腳步處處生花。如果
要問江宜橋被各大媒體競相跟踪報導的根本因素是什麼,那就是
一個出身於中國三代牡丹世家的牡丹畫大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他創造了中國牡丹書畫的畫魂與花魂的完美融合,也創造了中美
藝術文化交流領域的新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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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Dong（董子天）代言Mattioli VisionProfessionals
rection procedure （全飛秒激光手
術）的 Sky 現在視力已達到 2020
的完美視力！
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s
(MVP)宣布 加入 IG Laser Vision,
聯合為在德克薩斯 州和加利福尼
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 服務
。警於華人和華裔青少年和成年
人的 近視比例很高,適特澳利眼
科手術中心把 使命定為是“通訊
提供清晰的視力改變中 國人的生
活”。
Vision 的休斯頓中心為德克薩斯
州有視力 矯正需求的華人和華裔
患者提供服務,這 INO Laser Vision 的 13 個行籤地點之一·邁特
(本報訊)由著名新聞主播 Sky Dong（董子天）作為形象代言
澳科醫生是美國眼科專科醫師委員 會認證的手術醫生,他在眼科
人的 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s 是休斯頓最好的眼科診所之一，
領域擁有 20 多年的經驗,是屬獲殊榮的“美國頂 級醫生”。他進
擁有 25 年的資深經驗。上週親身體驗了 SMILE laser vision cor行過成百上千要白內障/ 植入手術,以及超過 6 萬 5 千次激光屈光

ICL 笨手術幫助近視、遠視、散光、老花 銀、白內障和翼狀蘭肉
患者矯正視力。
治療。邁特澳利博士的女兒幾年前在 MVP 做了手術。許多
工作人員和家庭成員在 MVP 餓了手術或者保健、MVP 的大多
數 患者都是口耳相傳, MVP是一個真正值 得患者信賴的地方。
林殿眼醫生(Dr. Robert Lin) 是 IC Lan ser Vision 的創始人,他
在休斯頓長大, 從小就開始戴眼鍵·林醫生在醫學院期間 做了
LASIK 近視眼矯正手術,10 幾分鐘時 間以後就不需要戴了 10 幾年
的眼鏡也可 以看見了,這對林醫生來就是一次奇妙的 經歷 他決定
成為一名類科醫生,幫助其 他人經歷堪頓改變生命的變化。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華人和華裔患者, MVP 配備了中文翻譯、
中國醫師和技術人 莫·他們希望滿足錦州華人和華裔患者對 矯
正視力的需求。
LASIK 是美國目前最常用進行的星光 治療方法。
邁特澳利眼科中心 (MVP) 的地址 2200 Southwest Fwy, Suite
500, Hous- ton, TX 77098
邁特澳利醫生和他的工作人員歡迎車 人、商患者隨時訪問,
時刻準備為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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