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5

Wednesday, 3/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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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中央社）中國科技重鎮深
圳市成為中國疫情以來首個封城
的一線城市，將近 3000 萬中國人
口遭到封鎖，受預期需求減少影
響，油價今天下滑逾8%。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倫敦
北海布倫特原油一週前一度飆升
創14年新高，逼近每桶140美元，
如今回跌至每桶不到100美元。

瑞訊銀行（Swissquote）高級
分析師歐茲卡迪斯卡亞（Ipek Oz-
kardeskaya）說： 「事關通膨預期
，油價下行修正確實令人鬆了一
口氣，但最新的封城措施將持續

造成供應鏈危機惡化，增加通膨
隱憂。」

股市今天同樣下滑，受中國
科技樞紐深圳封城影響，科技股
領跌。

近期受到最嚴重打擊股市之
一是香港股市，中國監管機構對
科技企業的打壓，早就讓香港承
受不小壓力，這是中國政府收緊
對經濟控制的舉措之一。

美國當局也正尋求對在紐約
上市的中國企業施壓消息，加重
賣壓，香港恆生指數今天跌幅一
度超過6%。

中國深圳等封城需求減 油價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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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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fled their
hometowns to Poland and
nearby countries. This is the

largest refugee wave since World
War II. It is also testing the
resilience of NATO and the EU to
thi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future
world map.

When Putin decided to launch
the war on Ukraine, he did not
expect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people of Ukraine. His
isolated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and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ycot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are withdraw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 pressure on
their economy will definitely hurt
the Russians.

According to political observers,
President Putin is no longer
paying attention to his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stead, he

is trying to pursue the glory of the
past and returning to the former
era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morning we saw an
employee of a major Russian TV
station suddenly hold up an
anti-war sign during a live TV
newsroom broadcast. This also
represents the reality that many
Russians are against Putin’s
invasion of Ukraine.

A wrong decision by a political
leader often causes the suffering
of many people. The tragedies of
refugees continue to be
repeated. We all hope this war
will be over soon.

0303//1515//20222022

Millions Of Refugees OnMillions Of Refugees On
Their Way To EscapeTheir Way To Escape

超過三百萬的烏克蘭
已經逃離家鄉经波蘭到達
歐洲各國，這是二戰以來
最大的一次難民潮，也正
在考驗北約及歐盟各國對
這次俄烏衝突之承受能力
及未來世界版圖之重整。

普丁在決定向烏克蘭
發動戰爭時，未能料到烏
國人民之扺抗，截止目前
，戰火仍在繼續之中，受
到美國和西方國家之抵制
，其孤立處境更日愈艱困
，國際企業也紛紛撤離，
経濟上之壓力一定會造成
在烏克蘭之戰事繼續延長

。
據政治觀查家的分析

，對普丁總統而言，在他
眼下已經不再關注俄羅斯
之社會及経濟問題，他所
追求的是重返蘇聯大國時
代的光輝，希望從屈辱中
找回尊嚴。

今晨我們看見在莫斯
科國營電視台之直播節目
中，一名女姓員工突然高
舉反戰之牌子在新聞中出
現，也表明許多國人也反
對普丁對烏克蘭之入侵。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明天將對國會參眾兩岸發

表視屏演說，歐盟許多國
家領導人也將前往烏克蘭
支援，包括拜登總統據傳
會在近期訪問波蘭，總之
，這一連串之活動將把支
援烏克蘭對俄羅斯之抵抗
，也會使戰火愈加猛烈。

政客們的一個決定 ，
往往造成無數流離難民之
苦痛，我們甚盼烏克蘭之
和平談判能早日達成。

最近幾天已經有烏國
難民途経德州和墨西哥邊
境以難民入境，而守候在
邊境的許多中南美洲難民
仍然被拒之門外，孩童難

民搭棚為家，令人心酸。
近幾十年來 ，世界難

民寫下的悲劇不斷重演，

為了保重權位，政客們多
半會不擇手段來解決國內
外之問題。

逃離路上的難民逃離路上的難民



AA33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2年3月16日       Wednesday, March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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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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宣布天然氣計劃
欲結束對俄羅斯能源依賴

綜合報導 意大利生態轉型部部長羅伯托· 欽戈拉尼表示，意大

利正在製定短期和長期的能源計劃，借以削減從俄羅斯天然氣的進

口數量。

據報道，2月俄烏局勢促使歐洲國家重新考慮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並引發了對能源安全和成本進一步上漲的擔憂。

意大利是歐洲最大的天然氣用戶和進口國之一，其天然氣供應的

90%來自國外進口，其中45%來自俄羅斯。欽戈拉尼說，現在意大利每

年進口290億立方米的俄羅斯天然氣。意大利正在製定一項計劃，將在

春末減少一半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即150億立方米。

根據歐盟統計局2020年的數據，意大利已經取消了所有核發電，目

前只有兩個運營中的煤炭發電廠，只有20%的能源來自國內自給和可再

生能源。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示，意大利目前迫切需要恢復生產自己的

天然氣。現在天然氣產量已從2000年的每年170億立方米，減少到2020

年的約30億立方米。而全國天然氣消費一直保持在大約70至900億立方

米之間。

德拉吉指出，意大利必須增加國內天然氣產量，因為在本國生產

的天然氣更易於管理，而且成本更低。意大利還打算增加從美國的

天然氣進口，並增加相關國家的天然氣管道供應，其中包括來自阿

塞拜疆的跨亞得裏亞海管道(TAP)，從阿爾及利亞經突尼斯再到意大

利的天然氣管道(TransMed)，以及從利比亞到西西裏的天然氣海底管

道(GreenStream)。

欽戈拉尼指出，在歐盟委員會公布歐盟製裁俄羅斯的能源計劃後，

意大利宣布了此項消減俄羅斯天然氣進口數量計劃。根據該計劃，意大

利今年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將減少三分之二，並在2030年之前結束對

俄羅斯供應的依賴。

數百萬烏克蘭難民湧入歐洲多國
歐洲嘗到俄烏沖突苦果

美國副總統哈裏斯的華沙之行，並沒

有滿足波蘭想通過美國把自己的米格-29

戰機交給烏克蘭的心願，事實上，美國

雖然一直爲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軍事行

動呐喊加油，但並不願意被拖入與俄羅

斯的直接衝突中。連日來，湧入烏克蘭

鄰國的難民規模，喚起了人們對前幾年

敘利亞、伊拉克和北非戰爭後，大批難

民前往歐洲尋求庇護畫面的回憶。歐洲

人發現自己再次陷入了“跟著美國挑起一

場戰爭，卻要由歐洲獨自埋單”的尴尬。

美國帶頭禁止進口俄羅斯油氣，更令歐洲

人左右爲難。歐洲大約40%的天然氣和

25%的石油來自俄羅斯，而美國進口俄羅

斯的石油少得可以忽略不計，軍事衝突令

疫情下的歐洲經濟雪上加霜，不少國家的

物價已經漲到“令人心痛”。“曆史殘酷

地回來了”，英國《衛報》10日稱，烏克

蘭戰事將考驗歐洲的承受能力，“歐洲顯

示出了充沛的政治活力，但有時缺乏戰略

冷靜，這令人擔憂”。

波蘭邊境出現“第二大城市”
“歐洲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

危機”，美國《華爾街日報》描述說，

自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以來，已有超過200

萬人逃往歐盟，絕大多數人湧向歐盟東

部國家。每3秒鍾就有2名烏克蘭人進入

波蘭。目前抵達波蘭的約140 萬人將在

邊境“創建該國第二大城市”，波蘭官

員估計，到下周，這個“城市”的人口

可能會超過該國最大城市華沙。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0日

稱，大多數烏克蘭難民逃到了波蘭，還

有爲數不少的難民進入了鄰近的匈牙利

、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

《華爾街日報》稱，其他歐洲國家也在

爲難民的湧入做准備。意大利是歐洲烏

克蘭族人最多的國家之一，它表示未來

幾周可能會有80萬難民抵達。英國已經

接收了大約 300 名烏克蘭難民。德國內

政部發言人說，截至9日，已有超過8萬

名烏克蘭難民在德國登記。

波蘭媒體預測，隨著戰爭的繼續，將

有三四百萬難民穿越邊界進入波蘭。10日

，記者在波烏邊境采訪時發現，一些較小

的邊境口岸難民數量相比前幾天有所減少

，爲難民設置的帳篷也在陸續移出，但在

梅迪卡這樣的大邊境口岸，難民依然擁擠

。由于缺乏統一組織，波蘭邊境的物資發

放和難民救助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目

前，波蘭將大部分難民疏散到華沙、盧布

林等大城市，但隨著難民數量的增加，一

些中小城市也將迎來難民潮。

波蘭《共和國報》稱，大量湧入的

難民已經讓波蘭的鐵路線和火車站處于癱

瘓狀態。很多難民滯留在火車站內，給波

蘭的城市交通和市民工作生活帶來了很大

負擔。由于接收難民期間波蘭取消了新冠

肺炎的檢測措施，媒體擔心波蘭將迎來新

一波的新冠肺炎和流感疫情。

上周，歐盟宣布將撥款5億歐元用于人

道主義援助，但波蘭副外長雅布隆斯基表

示，這點支持力度“肯定是不夠的”。

哈裏斯回避了戰機事件

“盡管發生了戰機事件，但哈裏斯說

美國和波蘭是‘團結的’”，CNN稱，美

國副總統哈裏斯當天到訪波蘭，在與波蘭

總統杜達會晤後召開的聯合記者會上，哈

裏斯說，她這次來波蘭是爲了確認美波之

間“持久而重要的關系”，並在烏克蘭問

題上表達“團結一致”的立場。但關于波

蘭前一天提出借美國之手向烏克蘭提供米

格-29戰機遭拒一事，哈裏斯避而不談，只

是強調美國已經在向烏克蘭提供包括反坦

克導彈在內的軍事支持。

《華盛頓郵報》稱，捐戰機給烏克蘭

“可能遭到俄羅斯的軍事報複”，波蘭讓

美國轉交戰機，“旨在將責任轉移給

美國”。一名歐洲高級官員也表示，西方

官員對波蘭的做法“感到震驚”。《衛報

》9日稱，到目前爲止，西方向烏克蘭提供

的反坦克和防空導彈激怒了俄羅斯，但尚

未導致針對任何相關國家的直接報複，波

蘭欲向烏克蘭提供戰機顯然更進一步。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捐贈戰

機的話題暴露了北約內部的分歧。哈裏斯在

波蘭還將會見正在華沙訪問的加拿大總理特

魯多，隨後她還將訪問羅馬尼亞。

CNN稱，在美國拒絕波蘭提出的將

戰機經美國之手移交烏克蘭的“意外建

議”後，哈裏斯的任務是緩和與波蘭這

個“關鍵盟友”的關系。波蘭的這一提

議“給美國制造了一個難題”。哈裏斯

還將在波蘭會見烏克蘭難民代表。美國

政治新聞網10日稱，她此行並非爲了達

成任何協議，無論是人道主義援助還是

軍事裝備的轉移。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稱，歐洲無法就應

對烏克蘭危機達成一致。一些歐盟國家的

外交政策是“綏靖”俄羅斯，以換取“中

俄關系的分裂”以及改善它們與俄的關系

；與此同時，歐盟中的波蘭等中東歐國家

尋求軍事對抗俄羅斯。美國企業研究所研

究員斯特拉德納稱，這些不同立場導致俄

羅斯“看輕”歐盟的地緣政治力量，不認

爲歐盟是外交關系的重要玩家。

據歐洲通訊社報道，11日，歐盟國

家和政府首腦將在法國就加強歐盟戰略

自主的措施進行辯論，俄烏軍事衝突使

得這一課題的緊迫性進一步增強。有民

調顯示，俄烏軍事衝突加劇了歐盟民衆

的不安全感，當被問及對眼下這場戰事

的感想時，大多數受訪者的反應是負面

的，其中有31%的人感到害怕，15%的人

感到憤怒，11%的人感到悲傷。

歐洲汽油漲到“天價”
隨著難民的大量湧入和對俄羅斯的相

關制裁， 波蘭物價水平持續飙升，油價

更是一周內上漲近1/3。在德國，汽油價格

已經漲到每升2.10歐元的天價。許多人抱

怨每天上下班的汽油費是過去的兩倍。超

市物品的零售價也在呈兩位數甚至翻倍增

長，而且許多物品根本買不到。

“戰事的升級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

懸在我們頭上。”“德國編輯部網絡”稱，

目前，政府的所有預算已經達到極限。德國

經濟部長哈貝克9日晚上警告說，如果跟隨

美國，立即禁止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將導

致德國發生5%的經濟衰退。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稱，在美英

壓力下，歐洲面臨艱難選擇，即掐斷俄

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讓自己陷入經

濟衰退是否值得？歐洲對俄的抵制將意

味著油價和水電費上漲，當經濟仍在從

疫情中複蘇之際，這將導致能源危機和

經濟衰退。從食品到電力，所有東西的

價格都已經高得令人心痛。

美國《財富》雜志稱，現在，歐洲

的能源問題更加緊迫：切斷俄羅斯經濟

與其最大貿易夥伴的聯系，到明年冬天

及以後怎麽辦？或者甚至到下個月，如

果普京反擊歐盟和美國制裁的威脅，以

能源禁運來回應呢？歐洲將檢測在戰爭

狀態下能得到什麽。

美國“一切利好”，歐洲“非常糟糕”
“當歐洲滑入衰退，美國情況卻更

好”，德國《經濟周刊》說，美國之所以在

俄烏衝突中對俄羅斯采取更強硬的措施，是

因爲對美國本身影響較小。美國經濟的內部

彈性和靈活性也較高，而且美國也是能源大

國，又主宰世界金融。德國《商報》還稱，

英國約翰遜政府也“受益于”俄烏危機，在

因“脫歐”發生分歧後，歐盟和英國因爲俄

烏衝突重新坐到了談判桌前。

“美國在推動歐洲與俄戰爭”，俄羅

斯tsargrad電視台8日報道稱，俄羅斯政治

學家伊先科稱，歐洲國家並不想甚至害怕

與俄羅斯發生公開衝突。美國推動波蘭和

羅馬尼亞向烏克蘭提供他們的戰機，如果

這些戰機以波蘭或羅馬尼亞領土爲基地參

加作戰行動，無疑會引起俄羅斯的回擊。

最終，北約國家會卷入衝突。波蘭顯然已

經意識到後果，反對美國的計劃。美國正

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歐洲與俄羅斯的矛盾，

並將歐洲推向與俄直接對抗，這將給歐洲

帶來災難性後果。

美國《國家》雜志稱，烏克蘭是世

界上唯一一個在軍隊中有新納粹組織的

國家。“亞速營”最初是由新納粹團夥

“烏克蘭愛國者”組成的。烏克蘭警方

中也充斥著極右翼支持者。這些極右勢

力成功地劫持了“顔色革命”後的烏克

蘭政府，將一種偏執和極端民族主義的

文化強加在這片土地上。而美國正在告

訴歐洲其他國家：“我們對此沒有意見

。”這令人深感不安。

據報道，俄國家杜馬議員馬特維切

夫稱，美國希望通過烏克蘭衝突達到兩

個目的：消滅斯拉夫人和給歐洲經濟造

成打擊。他說，現在由于對俄制裁，歐

洲的能源價格已經大幅上漲。如果俄羅

斯采取報複措施，停止能源供應，歐洲

經濟將直接崩潰，至少會萎縮 20%。在

這種情況下，一半的資本將從歐洲逃到

美國。同時，美國人將以5倍于俄羅斯

天然氣的價格從供應歐洲天然氣中獲利

。“這對美國人來說一切利好，而對歐

洲人來說是非常糟糕的前景”。

俄已準備好反製裁清單
俄烏談判以視頻方式繼續進行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裏亞

布科夫在俄羅斯“第一頻道”節目中表示

，俄方已經准備好一份針對美西方的反制

裁清單，並將于近期公布相關內容。

裏亞布科夫認爲，俄羅斯此前向美

國和北約提出的安全保障建議已不再有效

，因爲目前形勢已經完全改變，俄方將確

保實現俄領導層爲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

設定的目標。

他表示，俄方准備就安全問題和軍備控

制與美方舉行對話，“對于歐洲安全的未來

架構以及軍備控制的未來，如果美國人爲此

做好准備，我們當然可以恢複對話並決心這

樣做，包括在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框架內的工

作”，“這一切都取決于華盛頓”。

裏亞布科夫指出，美國是國際緊張局勢

的最大根源。當前俄

美關系危機的深度和

複雜性是“空前”的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才能加以解決。

他稱，西方向

烏克蘭提供武器只

會使局勢複雜化，

俄方已警告美國，

這一舉動不僅非常

危險，並將使向烏

克蘭運送武器的車

隊成爲俄軍合法打

擊目標。

裏亞布科夫表示，俄羅斯將提交有關

美國參與全球300多個生物實驗室工作的

新證據文件。他指出，近日曝光的烏克蘭

生物實驗室僅是美國參與的全球各地300

多個實驗室的一小部分。此前，俄防輻射

、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部隊司令基裏洛夫

通報稱，美國在烏克蘭已形成由30多個生

物實驗室組成的網絡，實驗室的任務由美

國國防部減少軍事威脅辦公室下達。

另外，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天

證實，俄總統助理梅金斯基率領俄方代表

團與烏克蘭代表團以線上視頻形式進行了

談判。克裏姆林宮12日消息說，俄總統普

京當日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朔

爾茨通話時提及，近期俄烏代表以視頻形

式舉行了一系列會談。

塔斯社報道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12日表示，希望烏俄談判在現實中得以推

進，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烏總統辦

公室主任顧問波多利亞克當天在社交媒體

上發文表示，烏俄談判繼續以視頻會議形

式進行，爲此雙方已成立特別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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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維基解密（WikiLeaks）創辦人亞桑傑（Ju-
lian Assange）拒絕遭引渡回美國受審，向英國法
院申請上訴許可，但英國最高法院今天拒絕他
的申請。

亞桑傑被控公開50萬筆與伊拉克和阿富汗
戰爭相關的機密軍事檔案，美國希望引渡他回
美受審。

今天的裁決讓亞桑傑在英國冗長的法律戰
接近落幕，除非律師再對訴訟中其他論述要求
再議。

英國下級法院法官去年 1 月以 50 歲的亞桑
傑在美國司法體制內有自殺風險為由，駁回美
方的引渡申請。

但美國政府提出上訴，去年10月美方律師
在為期兩天的聽審中主張，其他專家證據顯示
亞桑傑沒有自殺風險，但先前英國法官卻忽略
那項證據的重要性。美方也向法庭保證，亞桑
傑不會被單獨囚禁在美國聯邦超高度安全管理
監獄（Supermax Prison），而是會得到適當對待
。

當時倫敦高等法院2位上訴法官同意美方保
證，相信亞桑傑在審判前或被定罪後都不會面

臨最嚴酷處置。
亞桑傑對上述裁決提出上訴，今年1月，兩

位法官批准他向英國最高法院申請上訴，但英
國最高院發言人今天表示： 「最高院拒絕上訴
申請…因為這項申請沒有提出可爭辯的法律要
點。」

維基解密在推特發文表示： 「此案現已交
由英國內政大臣巴特爾（Priti Patel）來批准引
渡。」

亞桑傑律師團說，巴特爾考慮是否批准引
渡之際，他們會對她做出陳述。律師團也說，
或許會針對訴訟中的其他論點提出上訴。

亞桑傑因2010年公開軍事及外交檔案，違
反 「美國間諜法」（US Espionage Act）而遭通
緝，若被判有罪，亞桑傑恐面臨長達175年徒刑
。

他因被控在瑞典性侵又違反保釋，2019年
起被關在倫敦東南方戒備森嚴的監獄。

亞桑傑的未婚妻莫里斯（Stella Moris）曾為
他法律團隊成員，替他生了兩個兒子，上週末
莫里斯宣布兩人將於本月23日完婚。

維基解密創辦人亞桑傑拒引渡回美 申請上訴遭拒

美國國家航太總署（NASA）周一說，美國
太空人范德海（Mark Vande Hei）本月稍後會如
原先所計畫的，搭乘俄羅斯聯合號（Soyuz）太
空船從國際太空站返回地球。

據CNN新聞網14日報導，NASA並重申，
儘管俄烏地緣政治緊張變本加厲，但他們仍和
俄羅斯聯邦太空總署（Roscosmos）密切合作。

范德海是在2021 年 4 月登上國際太空站，
預定在3月30日開始返回地球。此外，他會按
照慣例，降落在哈薩克。不過，NASA官員並未
提及，等范德海降落地球後，接他返美的計畫
是否有任何重大改變。

儘管俄羅斯因為侵略烏克蘭，受到美國嚴
厲制裁，但NASA國際太空站（ISS）計畫負責
人蒙塔巴諾（Joel Montalbano）說，NASA和俄
羅斯聯邦太空總署在哈薩克貝康諾太空發射場
（Baikonur Cosmodrome）的聯合行動仍順利進
行。他並強調：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各位，馬
克（范德海）會回家。」

而先前俄羅斯聯邦太空總署署長羅戈辛
（Dmitry Rogozin）砲火四射，數度針對美國，
在社群媒體上發表措辭激烈的貼文，似乎在威
脅俄羅斯太空人會丟包，把范德海遺棄在太空
。

絕不放過老俄! NASA曝美太空人一定會這麼做
美國紐約再傳亞裔女性被仇恨攻擊事件，

一名67歲亞裔婦女11日傍晚返家時，在公寓前
遭到陌生男子狂揍猛踹、拳打腳踢超過125下，
還被罵 「亞洲婊子」等髒話，所幸婦人傷勢穩
定，男子也被逮捕。

綜合《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哥
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每日
郵報》（Daily Mail）報導，紐約州揚克斯市
（Yonkers）一名67歲亞裔女子11日傍晚6時左
右返回自家公寓時，遭到42歲陌生男子艾斯科
（Tammel Esco）尾隨其後並對她施暴。

根據公寓的監視器畫面，亞裔女子推開公
寓 1 樓大門、推著推車進入大廳，當她拿出鑰
匙準備進門時，身材高大的非裔男子艾斯科突
然從後頭闖入大廳，舉起右手重重地往女子的
後腦杓打去，女子瞬間癱軟倒地，接著他兩手
左右開弓，往縮在角落的女子身上狂揍，之後
再抬起左腳狂踹婦人。

報導指出，艾斯科一共揍了婦人125拳，外
加 7 記猛踹，除了對亞裔婦人拳打腳踢，艾斯

科也口出惡言，痛罵婦人是 「亞洲婊子」。
紐約州韋斯切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

）檢察官表示，婦人被打到腦出血、臉部破裂
，頭部及臉上也多處挫傷，所幸送醫後傷勢穩
定。

艾斯科在攻擊事件後已被捕，13日他被控
二級傷害及二級謀殺未遂等罪名，不過昨（14
）日韋斯切斯特郡地區檢察官又加重他的罪名
，將兩項指控提升至仇恨犯罪（hate crime）。

揚克斯市警察局穆勒（John Mueller）發布
聲明痛批， 「這是我所見過最駭人聽聞的攻擊
事件之」， 「毆打一名無助的女子令人厭惡，
只因為她的種族就瞄準她更是。」

他說艾斯科前科累累，先前已經被逮捕過
14次，還有多項被定罪的紀錄，先前犯過的罪
行包括刺傷別人等。

同棟公寓的住戶沙巴傑（Sken Shabaj）形
容受害婦人人緣佳，是個非常、非常好的人，
有2名女兒，丈夫已經過世，生前是郵差。

紐約再爆亞裔女被打 他發狠狂踹猛揍125下影片曝光

日本政府今天宣布，有關第3劑疫苗接種進
度，65歲以上高齡者接種率已達71.4%；以全年
齡層來看，接種率也提升到31%，在七大工業國
集團（G7）超車美國，擺脫吊車尾窘況。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日本目前有高齡者
2552萬3621人、總計全體國民3926萬464人完
成 3 劑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接種。

截至今天為止，共有7天達到日本政府設定
的 「單日百萬劑」接種目標，接種時間都集中
在週五及週六。

另外，日本政府厚生勞動省今天也公布，
截至2月底止，全境高齡者設施已有88%完成3
劑疫苗接種；在聽取各市區町村報告後得知，
到今天為止高齡者設施完成3劑疫苗接種率預估
為95%。

日本3劑疫苗接種率31％ 超車美國不再吊G7車尾

美國白宮今天表示，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亞型變異株BA.2已在美國傳
播一段時間，目前約有3萬5000個病例，有必要投入更多資金來抗疫。

路透社報導，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表示，美國目前有的工具，包括疫苗和藥物，都
是對抗COVID-19的有效方式。

針對白宮向國會要求更多款項一事，她說： 「我們需要額外的抗疫資金。有些計畫如果沒有
資金，就可能會突然終止或需要縮減，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在任何一種變異株的因應方式。」

美國是全球COVID-19確診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追蹤網站統計，境內有96萬5105人病故，7956萬2252人染疫。

白宮：Omicron亞型變異株在美傳播 約3.5萬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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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韓

國保守派在野黨候選人尹錫悅贏得總

統選舉表示，“歡迎和由衷祝賀”。

岸田文雄指出，考慮到處于對立

狀態的日韓關系，“健康的日韓關

系對于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穩定和

繁榮而言必不可少。期待新總統發揮

領導力。我將爲改善關系提供緊密合

作。”

日本政府稱，在尹錫悅5月就任之

前，計劃與韓國下屆政府方面進行接

觸。有觀點認爲，展現改善對日關系

意願的尹錫悅上台，對日本而言是良

機。

對于被征勞工及原慰安婦問題，

岸田文雄強調：“日韓關系十分嚴峻

，不能這樣置之不理。遵守國與國的

約定是基本。”他還稱：“爲了恢複

健康的關系，謀求與新總統密切溝通

很重要。”

當地時間3月10日6時(北京時間5

時)許，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完成

總統選舉100%計票，最大在野黨國民

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在韓國第20屆總

統選舉中獲勝。

據此前報道，在外交立場上，尹

錫悅強調以韓美同盟爲優先，並加強

韓日安全合作，表示將依次與美國、

日本舉行首腦會談。日方將探討能否

盡快實現岸田與尹錫悅的電話會談。

韓國當選總統尹錫悅：
將完成政府交接 信民意聽民聲

綜合報導 當選第 20 屆韓國總統的尹

錫悅在國會圖書館發表當選感言，談到

了後疫情時代的政策，與文在寅政府的

關系等。他表示，將只相信國民，只遵

從民意。

尹錫悅稱，之所以能當選是因爲國民對

26年來，他爲公正和正義從不屈服于任何權

力的信念寄予厚望。這體現了民衆希望恢複

國家公正和常識的心聲，以及不分幫派實現

團結的意願。他表示將絕不忘國民的要求，

建設充滿希望的國家。

尹錫悅說：“我將打造以人爲本的經濟

體系，創造就業崗位，壯大中産階層。可持

續發展只有在增長和福利實現公平良性循環

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就後疫情時代的政策，尹錫悅表

示，將積極分擔被疫情逼向絕境的個體

工商戶的痛苦，並通過社會制度改革，

提前應對今後可能再次出現的疫情大流

行危機。

就與文在寅政府的關系，尹錫悅說

，將與現屆政府積極合作，在不給國民

帶去不便的前提下完成政府職務交接。

在現政府目前推進的工作中，持續管理

需繼續推進的工作，同時果斷改革需要改

變的部分。

尹錫悅提出，將盡快成立總統職務交接

委員會，並簡約、高效地運營新當選總統秘

書室。秘書室應在政府重要職位人事考核方

面發揮初步考核的作用。

印度意外向巴基斯坦發射導彈：換個角度看對巴方來說也是好事
綜合報導 印度周五表示，技術故障

導致3月9日在例行維護期間意外向巴基

斯坦發射了一枚導彈。

發生了什麽事？雖然印度國防部沒

有透露發射的導彈類型的細節，但由于

巴基斯坦提供的描述，人們一直在猜測

這是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

事情發生在3月9日下午6點43分，

巴基斯坦空軍防空指揮中心雷達檢測到

印度一側境內有一個高速飛行物體。最

初的航向正常，該物體突然向巴基斯坦

領土機動，進入巴基斯坦的領空。巴基

斯坦軍方在周四晚上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一枚無彈頭的印度超音速導彈在三分

44秒內侵入巴基斯坦領土124公裏。最

終于在下午6點50分落在巴基斯坦旁遮

普省卡內瓦爾縣綿長錄（Mian Channu

）附近。巴基斯坦軍方表示，導彈沒有

被擊落而是自行墜落。對民用設施造成

一些破壞，但沒有報告人員傷亡。

巴基斯坦陸軍表示，這是“一種超音速

地對地導彈，但彈頭沒有裝藥”。巴陸軍還說

，導彈是"從印度哈裏亞納邦的西爾薩發射

的，其終點是拉賈斯坦邦的馬哈詹靶場。

據推測，可能是印度布拉莫斯在肖

爾科特空軍基地發射，沒有帶彈頭，測

試巴基斯坦的反應和防禦能力。印度人

故意說是意外發射，不用擔心等。

是布拉莫斯嗎？
雖然印度國防部沒有透露發射的射

彈類型的細節，但人們一直在猜測它是

一枚布拉莫斯導彈。

這主要是根據巴基斯坦軍方提供的

信息描述。巴方說，導彈以3馬赫的速

度進入巴基斯坦領土超過100公裏。布

拉莫斯最高速度爲4馬赫，它可以擊中

超過290公裏的目標。

根據地圖，印度西爾薩和巴基斯坦的

綿長錄之間的距離爲 277公裏。印度 在

西爾薩還擁有蘇霍伊蘇-30MKI基 地。

2017年，印度成功從Su-30MKI上首

次空中發射了布拉莫斯。從那時起，已

經進行了幾次這樣的試射。所以這次也

可能是蘇-30測試布拉莫斯時走火。

布拉莫斯是在俄羅斯幫助下研制的

超音速巡航導彈，可以從潛艇，軍艦，

飛機和陸地上發射。導彈的運作原則是"

發射後不管"，這意味著導彈采取的路徑

取決于發射時設定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布拉莫斯能夠攜帶

核彈頭。目前印度陸軍和空軍的武器庫

中都有布拉莫斯。

2017年，印度以安全問題爲由，拒絕

透露在印度各地部署的布拉莫斯導彈數量。

布拉莫斯導彈是如何發射的？
導彈系統有五個組成部分：瞄准，

制導系統，飛行系統，發動機和彈頭。

根據巴方描述，導彈沒有彈頭表明它可

能是試射。

巴基斯坦周五召見印度駐伊斯蘭堡

臨時代辦，就"無端侵犯其領空"提出抗

議。要求印度政府對這一事件展開調查

。巴基斯坦聲稱導彈在12000米的高空

飛行，並危及當時在巴基斯坦領空的許

多飛機，射彈在墜落之前飛行了大約

207公裏，嚴重威脅到了民航安全。

消息人士解釋說，布拉莫斯的飛行

路徑取決于目標。例如反艦型發射時，

導彈上升，然後在海上巡航。

消息人士解釋說，在地對

地版本中，導彈可以低空飛行

，具體取決于目標的距離，然

後在各個級別巡航。

雖然西爾薩沒有布拉莫斯基

地，但導彈系統由專門的卡車操

作，可以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

個地方。這種導彈試驗通常發生

在東部以及安達曼和尼科巴司令

部。

網友說印度這個國家太窮，武器保

養會令人捏一把冷汗吧 ，應該不是故意

的，這個時候真的不適合惹事。當然也

可能是試試鄰居防空系統！

換個角度來看，對巴方來說也是好

事：隨著印度最好的導彈掌握在巴基斯

坦手中，要擊敗印度還有很多東西需要

學習。再讓某國參與進來，研究一下，

讓這枚導彈變得多余！



香港瞭望 AA66星期三       2022年3月16日       Wednesday, March 16, 2022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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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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 深圳報道）
作為深港合作的公立醫院，香港大学深圳醫院
按照上級部署安排，14日派出參與內地援港醫
療救治隊的5名醫護人員經深圳灣口岸出發赴
港。據了解，這是深圳首批援港醫療隊，包括2
名醫生和3名護理人員。

港大深圳醫院全科醫學部副顧問醫生陳力
鋒是此次醫療隊中的一員，他將在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負責輕症病人的診治和護理工作。
“我們醫院與港方醫院有長期的交往合作，對
香港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相信我們醫院的醫
護人員能夠更加快速適應香港的情況，更快投

入工作。”他說。
港大深圳醫院援港首批5名內地隊員包

括：全科醫學部副顧問醫生陳力鋒，曾在三甲
醫院從事心血管內科10多年；泌尿外科高級醫
生魏耿耿，曾參加內地及香港專科醫師技能培
訓，熟練掌握臨床搶救措施；呼吸與危重症醫
學科資深護師戎少瑾，主管護師，從事ICU、
呼吸科護理工作15年，對呼吸重症患者救護有
豐富經驗；脊柱外科主管護師劉萍，從事護理
工作15年，對危重患者及老年患者的護理有較
強的經驗；腫瘤內科護師鍾亭如，有疑似新冠
疾病患者收治護理經驗。

深圳5人組港大深圳醫院全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文森）首
批醫療團隊到港初期將集中在亞博館的隔離設
施協助救治，其後會到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
控制中心服務。有在亞博館工作的醫生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該館過去人手不足，以致多個病
區閒置未能接收病人，對病人照顧也有不周之
處，隨着內地醫療隊到港，相信亞博館將能加
開更多病床，有助減低病人重症及死亡率。

醫療隊身份等同醫管局醫護
香港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目前亞

博館接收的病人主要是需要高度護理及照顧的
長者，故需要更多人手才能善用地方與資源。
他強調兩地醫療團隊照顧病人的模式及方法，
無論在臨床觀察、治療、藥物使用都極之相

似，例如是否需要靜脈注射、用藥、用氧及需
要觀察什麼維生指數等，都是參考許多國際數
據及指標，“當然運作上需要少少時間配合，
過程上亦需要小心處理，但相信應問題不
大。”至於兩地病歷紀錄的中英文差異問題，
他指臨床系統已為內地團隊增加中文輸入方
法。他表示，會盡快與到港人員做好銜接工
作，以期他們盡快參與救治工作、增加救援能
力的質量。

醫管局發言人14日晚補充表示，已委任內
地援港醫療隊為名譽僱員，現時醫管局有關保
險對病人的保障條款，跟現行醫管局僱員適用
的保險相同。內地援港醫療隊會按照既定的流
程，與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合作，在社區治療設
施共同治療病人。內地援港醫療隊在執行醫療

程序時，身份等同醫管局的醫護人員，醫管局
會為團隊所遇到治療上的問題負上最終責任。

有在亞博館內做兼職的醫生對香港文匯報
透露，目前亞博館面對嚴重人手不足問題。他
透露，亞博館除了八號至十一號館由醫管局管
理，其餘也外判承辦商運營，這些外判病區出
現對長者照顧不周的情況，甚至導致沖涼都有
問題，而醫管局管理的病區，急救及日常護理
人手最為稀缺。他表示，目前醫管局管理範圍
內絕大多數醫生都為兼職醫生，但需要擔負電
話診斷、到病區問診評估、搶救重症患者等各
項工作，醫護面臨巨大壓力。他認為內地援港
醫療團隊擁有豐富的抗疫經驗，“尤其是中成
藥治療新冠的經驗”，希望內地醫護的到來能
夠緩解亞博館病區搶救及護理的人手壓力。

◆港大深圳醫院首批醫護參與廣東援港醫療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先赴亞博再駐感控中心

據了解，本次內地援港醫療隊包括36名醫生和39名護
士，隊員分別來自廣州、深圳、佛山、珠海4市的14

家三甲公立醫院，從事呼吸內科、腎內科、心血管內科等
與老年患者救治密切相關的科室，其中還包括6名感控專家
以及4名中醫師。

特首：大批醫護陸續到港
林鄭月娥14日於抗疫記者會上表示，早前向中央提出

請求後，上周已有16名來自廣東的醫療團隊到港考察並與
香港醫管局對接。中央其後正式分批安排內地醫護到港，
首批75名人員於14日抵港，本周內亦將再多約300人抵
港，之後將繼續有大批醫護陸續到港。

林鄭月娥感謝中央於過去兩個月對特區政府“有求
必應”，又指行政會議已通過緊急法，故內地團隊不受
香港法定規限，而香港政務司司長早前亦批准內地醫護
免受法規管轄，包括醫生註冊條例及護士註冊條例等。
她強調，今次內地醫療團隊到港是很大力度的支援，
“他們（團隊）是放低手頭上治理病人的工作來馳援香
港，等於當日馳援武漢一樣。”

盼讓病人得到更好照顧
14日，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檢測與醫療組組

長、國家衞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李大川到現場為援
港醫療隊送行。尹宗華、徐德義等有關負責人則到深圳灣
口岸迎接醫療隊的到來。

徐德義代表特區政府對隊員們的到來表示歡迎。他表
示，香港第五波疫情十分嚴峻，需要防止大量病人病情惡
化變成重症，醫護人員不足成為抗疫工作的瓶頸。75位有
經驗的內地醫護人員到港支援，可以有效提升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的服務規模，讓病人得到更好照顧，有力支援香
港抗疫。

領隊：盡快融入港醫療團隊
本次醫療隊的領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醫務科

科長余濤表示，此次到港的隊員是來自廣東省14家醫療單
位的精兵強將，希望能盡快融入香港抗疫醫療團隊中，協
助香港同仁開展工作，為廣大市民服務，盡快控制住疫
情。

對於內地援港醫療隊到港，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表示，因應確診個案不斷上升，香港醫管局於公營醫
療系統病床有限和人手不足的情況下，現時在病人分流及
治療上正面對不少挑戰，而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協助可令更
多有需要的病人得以盡快獲得適切治療。

香港醫管局主席范鴻齡亦表示，內地醫療隊在新冠重
症病人的救治方面具有豐富經驗。醫管局及下轄的各公立
醫院，希望能向內地同行學習，提高醫療水平，降低重症
率和死亡率。

此次醫療隊將前往香港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參與醫療
護理工作。為了降低危重症和病亡率，本次出征的內地援
港醫護人員多為醫院內危重症專家和重症ICU專業護理人
員。醫療隊將盡速開展工作，努力減少重症和死亡病例。

粵75醫護精英抵港擅長救危治重症

廣東省組派的內地援港醫療隊共75人14日

傍晚經深圳灣口岸抵達香港，他們多為危重症

專家和重症ICU專業護理人員，將全力配合特

區政府開展救治工作。近期廣東多地疫情爆

發，75名廣東醫護“逆行”援港，艱難之際更

見粵港同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歡迎

內地醫療團隊到港支援治療工作，指本周內亦

將再多約300人抵港，之後將繼續有大批醫護

陸續到港。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香港食

衞局副局長徐德義等官員到深圳灣口岸迎接醫

療隊的到來。據了解，這批醫療團隊不少是身

經百戰的抗疫精英，參與過2003年非典疫戰和

兩年多前武漢市新冠疫情，首批醫療團隊到港

初期將集中在亞博館的隔離設施協助救治，其

後會到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有專家抗非典援武漢戰績彪炳 周內添兵300後續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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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帥誠、黃寶
儀廣州報道）今次到港的醫療隊成員均為抗疫經
驗豐富的醫療救治專家及一線抗疫骨幹，大都熟
練掌握粵語和英語，熟悉香港社會情況，出發前
接受過專門培訓，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曾支援湖北
抗疫並參與過廣州當地新冠肺炎疫情救治及大規
模核酸檢測，與奧密克戎毒株多次“正面交
手”。多名隊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表示，
將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盡己所能幫助香港盡快穩
控疫情，努力減少重症和病亡，也希望傳達給香
港同胞齊心協力抗擊疫情的信心。

14日中午，香港文匯報記者分幾路趕赴廣
州市幾家參與援港任務的醫院，記錄下援港醫
護人員臨行出征的身影。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醫務科科長余濤
主任醫師擔任本次醫療隊的領隊。長期從事急
診科和醫務科相關工作的余濤表示，將運用自
身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積累的經驗，以高度責任
感完成本次援港任務。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派出了6名醫
護人員援港抗疫。該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副主

任詹少鋒曾帶領該院援鄂國家中醫醫療隊奔赴武
漢。他表示，希望援助湖北的經驗能在援港抗疫
中發揮作用。“新冠肺炎仍屬於疫病範圍，中醫
師將根據‘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原則，辨證論
治，為患者提供最佳的診療方案。我們將發揮中
西醫結合優勢，積極投入到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
工作，防止輕症患者轉為重症，爭取進一步減少
死亡率。”

粵疫情吃緊 援港義無反顧
近段時間廣東多地也爆發疫情，部分地區

更實施了封城管控措施，當地醫療機構和醫護
人員承擔了繁重的救助任務。儘管如此，面對
香港的嚴峻疫情，廣東醫護人員依然義不容辭
地馳援香港，更可看出粵港兩地唇齒相依、血
脈相連的紐帶從未改變。

體系不一樣但目標一致
部分援港醫療隊員就是剛從廣東疫情中高風

險地區完成馳援任務歸來，還沒來得及休整歇
息，就又投入到新的援港“戰疫”中。中山大學

附屬第三醫院感染科副主任醫師吳元凱，兩周前
還作為廣東省專家組成員參與東莞奧密克戎毒株
感染者的救治工作。“此次與之前馳援武漢，包
括抗擊廣州、東莞等地疫情不同的是，香港的重
症患者以老年群體居多且死亡率偏高。”吳元凱
分析，由於很多老年人本身就存在各種基礎病，
患上新冠後救治就變得更加困難。針對這一情
況，醫療隊中也專門安排了不少來自營養科、康
復科以及心血管科的醫護人員。

內地援港醫護人員出發前都接受了專門培
訓，提前了解香港醫療管理制度，熟悉醫療工
作模式。“雖然香港的醫療體系和制度跟內地
不一樣，但作為醫護人員，大家以病人為中
心、以患者的安全為目標的工作重點是一致
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援港醫療隊負
責人匡煜坤表示，“尤其在面向長者的護理
方面，我們都有比較豐富的經驗。”他表
示，廣東省衞健委已經組織過多次視頻會，
讓這次趕赴前線的醫療隊成員與已經在香港
一線工作的醫護人員進行溝通，充分了解現
場情況和注意事項。

◆◆援港醫療隊抵港援港醫療隊抵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香港食衞局副局長徐德義等官員到深圳灣口岸迎接香港食衞局副局長徐德義等官員到深圳灣口岸迎接。。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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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議員擬參選人康姓男子，位在萬華區的競選總部日前接獲恐嚇電話，警方獲報後，
根據電話號碼，找到揚言要丟汽油彈的男子，但他否認打電話，還說上廁所的時候，手機被
人拿走，警訊後依恐嚇罪嫌函辦。

康男位在柳州街的辦公室，本月12日下午5點半接獲不明人士的電話，聲稱要到總部丟
汽油彈，康男15日下午5點50分到警局報案，警方根據通聯的紀錄，立刻找到鎖定涉案人住
處，晚間6點48分找到呂男，年約60歲的呂男同意到警局說明。

但警方詢問後，發現呂男說法顛三倒四，聲稱某天酒後，有人拿他的手機撥打電話，他
不認識對方，競選總部的恐嚇電話不是他打的，否認涉案，警訊後依恐嚇罪嫌函辦。

北市議員擬參選人總部遭恐嚇 警迅速逮人

高市前鎮區無黨籍蘇姓里長去年辦中秋
節活動前，一手向鄰長募款，一手向中油申
請補助款，總計 9 萬多元中飽私囊。蘇男 11
日才以10萬元交保，交保隔天就忙著騷擾證
人企圖串證，高雄地檢署認定此案尚有證人
未到案，蘇男有串證之虞，15日再度將他拘
提到案並聲押，高雄地院裁定15萬元交保。

據了解，去年中秋節前夕，蘇男以辦理
「110年慶祝中秋節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為

名，召集里內20多位鄰長開會。他聲稱向中
油申請補助不足，經費仍有缺口，希望鄰長
們幫忙贊助。鄰長們當場自掏腰包 2000 至
6000元不等捐獻，蘇男總計收到8萬6千元。

檢方查出，蘇男去年 9 月 15 日特地到燕
巢區一家西點麵包店，向店家訂購2150個單
價40元的蛋糕，約定分4次領取，該年9月23

日又追加40個，前後共計訂購2190個蛋糕，
總金額為 8 萬 7600 元。但蘇男涉嫌向不知情
的店家索取蓋有店章的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私自填寫不實的數量及單價，製作總價9萬8
千元的收據，向前鎮區公所申請中油回饋金
，事後蘇男再向店家索討1萬餘元差價。

檢方11日複訊後、裁定蘇男10萬元交保
。沒想到蘇男離開地檢署隔天一早，就直接
衝到燕巢西點麵包店找店家，還急著找鄰長
，要求再開立不實估價單企圖合理化自己的
採購行為。

檢察官考量此案仍有鄰長、民眾尚未到
案說明，有事實足以認定蘇男友勾串相關證
人之虞，15日再度將蘇男拘提到案並向高徐
地院聲押，高雄地院最後裁定15萬元交保候
傳。

高雄里長募款私吞又貪中油補助款 剛交保就騷擾證人被聲押

俄烏大戰持續延燒，也帶動台灣各界開
始討論和重新思考現行兵役制度的問題。國
防部長邱國正15日也表示，若未來兵役制度
有更動，會在新制公布後的一年後開始實施
。對於役期可能由現行的4個月延長到1一年
，根據一份最新網路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網
友對此表示支持。

外傳總統蔡英文已指示軍方，檢討現行4
個月軍事訓練役的役期是否延長，對此，總
統府予以否認，強調目前當務之急是強化後
備制度，落實 「常備一體」，讓台灣面臨需
要更多兵源之時，能夠迅速徵集足夠且精實
的部隊。

網路媒體《NOWnews》以 「數饅頭的日
子會變長嗎？國內兵役若改回1年或10個月
制，您是否支持」為題，進行網路投票，投

票時間為3月14日至21日，截至15日晚間9
點，參與投票的網友中，有81.49%支持，有
18.51%不支持。

支持延長役期的網友們表示， 「國民應
盡2年服兵役的義務」、 「是，順便磨練男子
氣」、 「現在當兵四個月太少了，都還沒磨
練到就退伍」、 「當兵越來越少日，像話嗎
」、 「兵器的使用要多練練到時候才不會臨
時抱佛腳」。

不支持延長役期的網友們則說， 「什麼
時代了，訓練1450比訓練軍人更容易贏戰」
、 「支持的人自己去當」、 「這不是增加六
個月或是八個月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別
人的孩子死不完，高官和政客的小孩和親屬
優先徵召上前線吧！」

0303全台大停電造成高雄市民損失慘重，市
長陳其邁怒批台電犯低級錯誤，並表示將聘律師
替商家、產業求償。不料，高雄大社、燕巢15日
又傳出停電，台電指出，原因疑似是有鳥類碰觸
帶電設備。對此，高雄市政府15日發布新聞稿指
出，台電近期多次無預警停電，已經讓高雄市民
相當不耐。

高雄市政府15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大社區及
燕巢區鳳旗路、角宿路一帶，今（15）日12時10
分突然停電，停電影響約2,000戶，台電派員搶修
雖在2個半小時後已全面復電，但經發局認為，台
電近來多次無預警停電嚴重影響高雄用電，市民
感到相當不耐，也造成產業損失，呼籲台電正視
問題，徹底體檢高雄供電系統，全面提高穩定性
與韌性，市府也將前往轄內大林及南部發電廠視

察體檢，並要求台電月內到市府報告改善措施與
期程。

對今台電又發生停電，經發局長廖泰翔表示
，近來接二連三大小規模不一的無預警跳電事故
，已讓全體國人，特別是303大停電受害最重的高
雄市民感到不耐。上週四（10）在興達電廠新廠
長上任隔天，市長陳其邁就指示副市長羅達生率
相關局處親訪，要求台電穩定供電、加強巡檢並
強化電網韌性，時隔不到一周就又出現停電事故
，顯示問題的急迫性，呼籲台電正視問題。

高雄市經發局強調，接續市府還將前往轄內
的大林及南部發電廠全面視察及體檢，並要求台
電應該在一個月內到市府，針對供電穩定與韌性
，報告具體改善措施與期程，徹底改善高雄民生
及工業供電品質。

一隻鳥讓高雄又停電？ 高市府轟台電：市民已經不耐煩了

支持役期從4個月改成1年嗎？ 最新民調結果一面倒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南興安檢所人員
今日（15 日）下午 3 時許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
停泊於港區內漁船有濃煙竄升，立即回報指揮部
，並通報警、消單位共同滅火搶救，所幸無波及
其他船隻，減少漁民朋友的損失。

據了解，該漁船的王姓船長因為隔天港務局
要來檢查船隻，所以當時在港區內試船，船啟動
時船上燈有亮起，沒多久船長室突然冒煙起火，
王姓船長試圖跑到船後面關掉電源，因火勢過大
趕緊逃出，無受傷。

第一巡防區指揮部接獲通報後，隨即指揮第
七海巡隊派遣巡防艇至現場海域實施戒護，並通
報蘇澳安檢所、第一二岸巡中隊第一機動巡邏站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南方澳派出所及宜
蘭縣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南方澳分隊前往搶救滅
火。

現場火勢猛烈，所幸即時發現並順利撲滅，
經巡視確定船上無人員，後續通知船主前來檢視
財損，起火原因由消防單位調查。

宜蘭南方澳漁船大火 船長迅速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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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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