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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習通話 談烏克蘭情勢及對台政策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今天視訊對話長達近 2 小時。拜登向習近平
發出警告，若中國對俄羅斯提供物資支持將面臨
後果。拜登同時也向習近平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不
變。
這是俄羅斯砲轟烏克蘭超過 3 週以來，拜登
首度與習近平視訊對話，也是去年 11 月以來的
第一次。自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以來，儘管美
方多次放話警告北京不要援助俄羅斯，否則將付

出代價，但中國至今仍不願公開譴責俄羅斯。
在長達 1 個小時 50 分鐘的對話中，主要討論
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情勢。根據白宮提供的通
話紀要，拜登概述美國與盟邦和合作夥伴對這場
危機的看法，詳述為防止和應對這場入侵所做的
努力，包括讓俄羅斯付出代價。
拜登並警告，若中國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城市
與平民進行野蠻襲擊時，向俄羅斯提供物資支持
的影響與後果，但也強調支持以外交方式解決危

機。
拜登也向習近平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不變，
強調美國持續支持反對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立場
。
美中兩位領袖也同意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
以管理兩國競爭的重要性，並同意未來在關鍵時
期跟進今天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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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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徹底翻臉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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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丁是
一名戰爭罪犯， 國際法庭的名戰爭罪
犯調查員已經前往烏克蘭進行調查，
美國大使館人士表示 ，對烏克蘭原子
能發電廠之攻擊 ，就是戰犯之行為。
以美國為首的四十五個國家目前
正在卯著全力在給俄羅斯施壓， 希望
撃敗他在烏克蘭之侵犯行動。
在西方之媒體正以排山倒海之宣
傳方式 ，報導俄軍對平民醫院民間設
施之攻擊 ，這是普丁被指認為戰犯之
最大証據。
普丁可能不會因西方之指控而收
手， 不過他和美國之關係可能已經面
臨無法挽救的困境 只剩下两國正式斷
交了。
幼童駕車釀大禍

在位於新墨西哥州西南大學的州
際公路上， 一名年僅十三歲的孩童駕
驶小型貨車高速中和一輛大型巴士對
撞 ，包括六名高尓夫校隊及三名教職
員當場喪命， 兩名生還者尚在醫院搶
救中。
我們要坦言， 這種荒唐譲小孩玩
大車的行徑真令人痛心和不解， 也許
是我們的教育方式出了重大問題， 父
母對孩子們放任態度， 形成孩子成吸
毒， 放蕩不拘之壞行為， 加上父母有
錢溺愛子女 ，就讓他去開車， 於是造
成大禍。
九位喪生正值花樣年華的年輕人
， 他們的家人真是傷心欲絕， 一個小
孩之任性造成大禍 ，说明家庭教育之
重要性。

美國也要接受
难民和移民了
當川普时代在
美墨邊境因疫情立
下的禁令即將結束
時 ，預計將有十七
萬人會進入美國 ，
其中二萬五千人已
經在美墨邊境之帳
蓬中等待多時 ，他
們都是合法申報入
境的新移民， 國土
安全部正在動員準
備接待工作。
正值俄烏交战時刻， 超過三百萬
难民正湧進波蘭及歐洲各國， 許多人
的首選當然是美國 拜登總統也承諾會

接納烏克蘭難民， 此时此地 ，華府諸
公更要好好表現， 不能让難民們失望
了。

U.S. And Russia Have
Turned Their Faces
plant is a criminal act of war.
Forty-five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re
currently making every effort
to put pressure on Russia to
cease his aggression on
Ukraine. Western media are
reporting the Russian army
has attacked local hospitals
and civilian buildings. Putin
may not stop his action
because of western
accusations, but his country
is facing a very difficult time.
Disaster caused by teen
driver
President Biden said he
believes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a war criminal. A war
criminal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vestigato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as gone to Ukraine to
investigate.
A U.S. diplomat said that the
attack on an atomic power

On an interstate highway in
New Mexico, a 13-year-old
child drove a pickup truck
and caused a head-on
collision with a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bus. Six golfers
and three faculty members

were killed. Two survivors
were rescued and were still
being treated at a local
hospital.
We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behavior of a child driving a
big truck is really sad and
puzzling. It also tells us that
the major problem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way
our parents teach and spoil
their kids so that they would
let them drive a big truck
which has now caused a
tragic disaster.
Nine people, still in their
golden age, all gone. Their
loved ones and families are
all really heartbroken.
Refugees are coming to our
bor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ing for a potential
mass migration to the U.S.
border. When the Trump era
pandemic rule of law ends,
more than 170,000 people
may be coming to the U.S.
border, while almost 25,000
migrants are already living in
shelters in Mexico.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s asked their
personnel to volunteer at the
Mexico border in response.
At this moment the war on
Ukraine has cause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refugees
already pouring into Poland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Many people’s
first choice is to come to
America. We can foresee
that President Biden will
begin to accept many
refugees to come here to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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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下週領袖峰會
討論設立烏克蘭團結基金
(本報訊)歐洲聯盟理事會今晚表示，將在下週舉
行的歐盟領袖峰會上討論設立 「烏克蘭團結基金」，
協助烏國當前國防和民生以及未來重建所需資金。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今晚表
示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通
話，討論如何強化對烏國的支持以及烏國與俄羅斯進
行中的談判內容。
米歇爾指出，歐盟規劃設立一個 「烏克蘭團結基
金」，協助當前國防和民生所需，而當戰爭結束，這
將成為重建基金。國際合作夥伴可以透過捐款貢獻。
一位不具名的歐盟官員補充，米歇爾與澤倫斯基

通話討論後，認為烏國需有足夠的資金流動因應武器
設備以及民生必需，但當前烏克蘭無法在國際金融市
場發行債券籌資，再加上外資也撤出，因此朝設立一
個基金方式維持戰力。
這位官員表示， 「烏克蘭團結基金」將能夠強化
烏國在金融上的國家主權能力。這個想法將在 3 月 24
日舉行的歐盟領袖峰會上討論。不過並未進一步說明
基金籌資目標等細節。
美國總統拜登下週也將親赴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與歐洲領袖當面
討論情勢，並展現對歐洲盟國鋼鐵般堅定的承諾。

4月起赴泰國 免做登機前72小時核酸檢測
(本報訊)泰國政府宣布從 4 月 1 日起，旅客赴泰不必再出示登
機前 72 小時的 PCR 核酸檢測，不過仍需進行落地後的 PCR 核酸
檢測和落地第 5 天的 ATK 快篩測試。
為了吸引外國遊客赴泰旅遊，泰國去年 11 月開始實施旅客
入境免隔離的 Test and Go 計畫，並隨著疫情趨緩而不斷放寬規
定，今年 3 月 1 日起的規定是旅客登機前 72 小時和入境落地後須
進行 PCR 核酸檢測，落地後第 5 天必須自己進行 ATK 快篩測試
，還要有保額 2 萬美元的保險。
泰國總理帕拉育（Prayut Chan-o-cha）今天主持疫情指揮
中心會議，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塔維辛 （Taweesin Visanuyothin
）在會後記者會中表示，會議中通過公共衛生部提出的新措施，

4 月 1 日起，旅客登機前 72 小時的 PCR 核酸檢測取消，不過落地
後的 PCR 以及第 5 天的 ATK 快篩仍然維持。
此外，會議中也增加旅客透過陸路進入泰國的點，在現有廊
開府（Nong Khai）烏隆他尼府（Udon Thani）、宋卡府（Songkhla）之外再增加一個沙敦府（Satun）。
國際旅客從空路部分進入泰國從現有的蘇凡納布機場（Suvarnabhumi）、廊曼機場（Don Mueang）、普吉機場（Phuket）
、喀比機場（Krabi）蘇美機場（ Samui）清邁機場（ Chiang Mai
）以及烏打拋機場（U-tapao）之外，再增加合艾機場（Hat Yai
）。
外交部發言人納塔帕努（Natapanu Nopakun）指出，會議中

也討論了公衛部提出的計畫，泰國預計 7 月宣布 COVID-19 從大
流行病（Pandemic）轉為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
納塔帕努指出，從現在起到 4 月初稱為戰鬥階段（Combating Stage），因為 4 月有俗稱潑水節的泰國新年宋干節，是對疫
情控制一大挑戰，接著到 4 月中旬到 5 月是平穩階段（Plateau
Stage），此時確診數不會上升且會漸趨平穩，5 月到 6 月底會是
下降階段（Declining Stage），這時的確診數會下降。
納塔帕努說，之後一切順利的話泰國 7 月將宣布 COVID-19
為地方性流行病。

(本報訊)截至今天凌晨零時，韓國單日新增 40 萬 7017 例
COVID-19 案例，較前一天暴增 62 萬紀錄大幅減少；防疫當局
今天也公布 21 日起新規，放寬私人聚會人數限制。
Omicron 疫情在韓國迅速擴散，16 日全天新增 62 萬多例，
當局說明主因為群聚採檢標準擴大及算入前一天漏計的案例數影
響；今天公布的 17 日全天累計確診數降回 40 萬例，與上週平均
近似。
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今天公布 21 日起實施社交距離規範
，私人聚會人數限制從現行 6 人放寬至 8 人，但餐廳等營業時間

限制仍維持現行的晚上 11 時為止。
當局先前原本考慮也放寬營業時間限制，但因近期疫情仍在
高峰期，因此決定暫緩。這次公布新規暫定實施至 4 月 3 日為止
。
17 日新增的 40 多萬例確診雖較前一天減少 22 萬例，但仍是
次高紀錄，病歿人數也增加 301 例，累計 1 萬 1782 例死亡。
重症人數較前日減少 110 例，降至 1049 例，連續 11 天維持
在 1000 例以上，研究機構預估，23 日前後可能增至 1800 例以上
。

居家治療人數則突破 200 萬大關，來到 201 萬 8366 例，其中
須定時確認狀態的高風險族群增至近 24.5 萬例。
為遏制重症及病歿人數增加，防疫當局今天再次呼籲民眾積
極接種疫苗，21 日起 12 至 17 歲未成年人將可接種第 3 劑疫苗，5
到 11 歲孩童則從 31 日起可接種第 1 劑疫苗。
韓國目前至少接種 2 劑疫苗人數占全國人口 86.8%，完成 3 劑
接種人數占比則為 62.9%。

韓確診新增40萬例 21日起聚會人數限制放寬

廣 告
星期六

2022年3月19日

Saturday, March 19, 2022

A5

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2年3月19日

A6

Saturday, March 19, 2022

約翰遜想去沙特“求油”？
首相府“不願證實”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正計劃本
周訪問沙特阿拉伯，呼籲該國增産石油
以替代俄羅斯的供應，但這一消息尚未
得到首相府確認。根據英媒的說法，約
翰遜此訪顯得格外低調，隨行記者很少
，而由于沙特“人權問題”，這項訪問
計劃也正遭受英國內政客的質疑。
“約翰遜計劃訪問沙特阿拉伯，以
推動沙特增加石油産量。”《衛報》報
道稱，雖然唐甯街“不願證實”約翰遜
可能訪問沙特的消息，但有消息人士透

露，約翰遜希望通過此訪呼籲海灣國家
增加石油産量，以取代俄羅斯的供應。
《金融時報》從兩名據稱了解訪問
計劃的官員那裏得到了同樣的消息。但
報道也指出，英國首相府仍“拒絕確
認”約翰遜的外訪計劃，目前尚不清楚
此次行程是否已經最終敲定。沙特政府
也沒有立即回應記者置評請求。
最近幾天，約翰遜一直在關注能源
問題，他在 14 日與英國石油天然氣供應
商剛剛舉行完圓桌會議，討論有關增加

意大利眾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
將移交參議院進行審議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衆議院通過了一項關于安樂死的法案，該項
立法將移交國家參議院審議。
報道稱，2022 年 2 月，意大利憲法法院阻止了就自願安樂死舉行全
民公決的嘗試，將安樂死議案交國家立法機關來決定。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衆議院在投票過程中，安樂死議案最終以 253
票贊成，117 票反對和 1 票棄權獲得了通過，從而爲關于醫療協助下的自
願死亡的規定議案開了綠燈。
安樂死法案規定了根據具體條件和要求，請求醫療援助以自願和獨
立結束生命的權利的規則。該法案還規定了醫療協助下的自願死亡必須
如何進行。
此外，該法律草案還規定了醫生、衛生和行政人員，以及任何在醫
療輔助自願死亡程序中幫助病人的人免受處罰。法律將只允許這些病人
在醫務人員批准的協助下用藥物結束生命。他們還必須達到法定年齡，
有理解能力，並充分知情。
據 介 紹 ， 意 大 利 安 樂 死 法 律 程 序 動 議 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 由 衆
議院啓動，一直遭到議會中右翼勢力的反對，直到此次該議案獲
得通過。
此前，根據意大利法律，任何幫助他人自殺的人都將面臨 5 到 12 年
的監禁。新法案是在意大利憲法法院 2019 年做出裁決後推出的議案，該
裁決稱某些形式的安樂死不應違法。
法院表示，對于那些遭受無法忍受的身體或心理痛苦、依靠機器維
持生命的絕症患者，將允許“輔助自殺”。
安樂死法案獲得衆議院通過後，這項被提議的立法將提交意大利參
議院投票表決。最後交總統簽署方能最終成爲國家法律。

澳總理回應洪災處置批評：
這不是政府反應不足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就政府在洪災期間未向社區提供
足夠幫助的說法作出回應。莫裏森強調了澳大利亞政府對新南威爾
士州洪水危機的反應，並稱“當自然災害發生時，當地社區才是永
遠的響應者”。
據報道，澳大利亞政府近期遭到批評稱，許多受洪災影響的社區被
迫自謀生路數日，同時等待更大的政府和軍方支持。
然而，莫裏森對此表示，夥伴精神會驅使自然災害的受害者進行英
勇救援和籌集緊急物資，這不是澳政府的反應不足。
“有人問我，‘爲什麽人們必須去營救他們的鄰居？’我說，‘因
爲他們是澳大利亞人，這就是澳大利亞人所做的’，” 莫裏森說。
莫裏森還稱，利斯莫爾的洪水五百年一遇，還沒有見過類似的情況
，政府無法爲前所未有的情況做好准備。
此前在 14 日，37 名前緊急服務負責人發表聲明稱，澳政府對洪災的
處置讓人想起災難性的 2019 年澳大利亞山火。
“政府知道即將發生什麽，但沒有爲我們的社區或急救人員做好充
分准備，”一名前新南威爾士州消防與救援專員表示。

北海能源産量的話題。
一名英國外交官表示，約翰遜原計
劃今年早些時候訪問沙特，但受到俄烏
局勢影響，行程被取消。他稱，約翰遜
向沙特王儲示好，部分原因是希望沙特
能加大在英國的投資，並促使海灣合作
委員會與英國達成貿易協議。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英國首相府尚
未證實此次訪問，但這一消息已在英國
政界引發了爭議。這與沙特幾天前的一
項處決有關。
沙特實施了該國數十年來“最大規
模”處決，以“效忠外國恐怖組織”等
罪名處決了 81 名男子，一天內處決人數
就遠超 2021 年全年報告的 67 人和 2020 年
的 27 人。
此事很快引發了部分英國政客不快。
英國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國務大臣阿
曼達· 米林（Amanda Milling）表示，英國
對此感到“震驚”，“我們與沙特的關系
不能阻止我們坦率地談論人權問題。”
對于約翰遜的訪問計劃，英國下議

院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主席、保守黨人朱
利安· 劉易斯（Julian Lewis）發出呼籲，
希望政府確保在尋求用沙特石油取代俄羅
斯的能源時，不會造成英國“對另一個不
可靠、有時甚至是敵對政權的依賴”。
反對派議員對約翰遜訪問計劃提出
了更嚴厲的批評。自由民主黨內政事務
發言人阿利斯泰爾· 卡邁克爾（Alistair
Carmichael）表示，如果首相在未來幾天
訪問沙特阿拉伯，英國將發出一個非常
明確的信號，表明我們對這類事情不那
麽擔心。
英國工黨議員娜迪亞· 惠特姆（Nadia Whittome）、綠黨議員卡洛琳· 盧卡
斯（Caroline Lucas）也呼籲約翰遜取消
訪問計劃。盧卡斯更是直言，約翰遜這
是在向“一個殺害自己人民的暴君畢恭
畢敬。”
值得一提的是，從英媒放出的消息
來看，在飽受質疑的背景下，約翰遜方
面對這項訪問的處理十分低調，除首相
府至今未予以證實外，隨同約翰遜訪問

的媒體可能僅有一家廣播公司和一名新
聞記者，與以往英首相出訪的規格大相
徑庭。
英國政府 3 月 8 日發布文件宣布，將
在今年年底前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以進一步加強對俄制裁。英國政府稱，
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占英國石油總需求
的 8%，此舉爲英國提供了足夠的時間調
整供應鏈。
約翰遜也表示，英國將“逐步擺脫”
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他呼籲西
方各國共同努力確保能源替代方案，並
指出英國正在考慮使用更多自己的化石
燃料。
隨著俄烏衝突爆發，國際原油價格
近期呈現出“上躥下跳”態勢，過去一
個多月價格一度持續上揚，倫敦布倫特
原油期貨價格上周觸及每桶 139 美元高
位。但近日國際油價延續跌勢，3 月 14
日，5 月交貨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下跌
5.77 美元，收于每桶 106.9 美元，跌幅達
到了 5.12%。

俄烏局勢引發漲價擔憂
意大利超市現日常用品搶購潮
綜合報導 隨著俄羅斯和烏克蘭軍事
衝突的持續緊張，衝突帶來的能源物價上
漲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引發了意大利民衆
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大幅漲價的擔憂。爲
此，意大利各地超市紛紛出現日常用品搶
購潮，以至于超市開始對緊俏食品和生活
必需品限量銷售。
報道稱，近日，受燃油價格上漲
影 響 ， 意大利各地民衆紛紛走進衆多連
鎖超市，搶購面粉、雞蛋、糖、咖啡和
意大利面等食品。當地時間 13 日，羅馬
康納德超市面包、面食和各種罐頭食品
已被搶購一空，甚至飲用水也被一掃而
光。
日前，意大利運輸業工會表示，由于
最近燃料成本暴漲，各運輸公司聯合決定
，貨運卡車將從 14 日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暫
停服務。
意大利南部撒丁島的民衆擔心物流無
法恢複導致未來短期內生活必需品提價，
13 日，島上多個城市主要大型商超均出現
了購買蔬菜、面粉和生活必需品的排隊長
龍，當地很多超市貨架上的商品已被一搶
而空。
意大利米蘭、佛羅倫薩和羅馬的大型

超市內，食品的貨架
瞬間被搶空。佛羅倫
薩聯通庫柏連鎖超市
，不得不推出限購方
式，規定每一位顧客
最多只能購買 4 袋糖，
4 瓶油等。
歐洲植物油協會
表示，烏克蘭和俄羅
斯兩國占全球大部分
葵花籽油出口份額，
僅烏克蘭就占歐盟葵
花 籽 油 精 煉 量 的 35%
至 45% 。 葵 花 籽 油 是
酒店、餐廳和餐飲行
業煎炸的首選之一，葵花籽油的替代品菜
籽油、椰子油、棕榈油和大豆油，目前也
正在經曆價格飙升。
近日隨著意大利葵花籽油庫存的減
少，一些全國性零售商已經開始在利古裏
亞、托斯卡納和威尼托地區定量供應葵花
籽油。
報道稱，因燃料價格暴漲，很多漁民
已經有一周沒有出海捕魚，海鮮産品供應
銳減，直接導致海鮮批發價格增加 30%，

各地魚販和餐館不得已提價 5 成向消費者
出售海鮮。而目前意大利超市魚類産品可
供選擇的品種已經非常有限。目前，羅馬
農産品中心海鮮市場幾乎很難找到新鮮的
海鮮産品。
根據意大利消費者團體協會市場監測
數據顯示，進入 2 月以來，意大利各地生
活必備用品零售價格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
提價，部分地區的生活必備品價格最高漲
幅已經超過 3 成。

15 斤巨型“土豆”，申請世界最大土豆紀錄被拒，理由令人吃驚
綜合報導 來自新西蘭
懷卡托地區的科林和唐娜·
克雷格· 布朗，在他們的菜
園裏發現了一顆巨型“土
豆”，重達 7.8 公斤（15.6
斤），有望衝擊吉尼斯世界
紀錄。最近，他們卻收到了
一個令人遺憾的消息。
夫妻倆給這顆“土豆”
取名爲道格，認爲它是世界
上最大的土豆，並發送了樣
本進行 DNA 檢測，等待吉
尼斯世界紀錄的回複。但根
據這對夫婦 3 月 13 日收到
《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的

一封電子郵件，采集的
DNA 樣本顯示，該樣本不
是土豆。而是一種葫蘆。
因此，夫妻倆的世界紀
錄申請被駁回。3月14日，
科林在接受《Stuff》采訪時
說，他“很失望”。去年，
在發現這一“土豆”後不久
，科林曾對《Stuff》說，
“這是‘自然中令人高興的
小錯誤’。這是一個醜陋的
生物，這是一種只有培養它
的人才會愛的東西。”
這對夫婦認爲，“土
豆”是自己種的，可能已

經種植了幾年或更長時間
。在他們等待吉尼斯世界
紀錄回複的同時，他們建
造了一輛小車，在鎮上拖
曳“道格”展示。
科林說，他的希望沒有
完全破滅。現在，他受到啓
發，開始“真正地埋頭”種
植土豆。“我真的要全力以
赴，嘗試種植世界上最大的
土豆。”他說。
目前最重的土豆是
2011 年在英國發現的，重
量接近 10 斤，遠低于“道
格”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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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不打新冷戰 不支持台獨
拜登：
習近平：
習近平
：美誤判中方戰略意圖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通
電話，討論俄烏局勢。習表示，烏克蘭危機是中方不願意看到
的，國家關係不能走到兵戎相向這一步，中美要承擔應盡的國
際責任。拜登強調，美國不尋求同中國打 「新冷戰」，不尋求
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與中國發生衝
突。而在拜習通話之前，大陸 「山東艦」航母駛過台海，一艘
美軍驅逐艦全程尾隨。雙方通話近 2 小時，於晚間 10 時 52 分許
結束。
習：國家關係不能走到兵戎相向
據大陸官媒報導，談到烏克蘭危機，習近平說，衝突對抗
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最應珍惜的財富
。中美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不
僅要引領雙方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而且要承擔應盡的
國際責任，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作出努力。
習近平直言，中美關係之所以出現目前的局面，直接原因
是，美方一些人沒有落實中美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也沒
有把拜登總統的積極表態落到實處。美方對中方的戰略意圖作

出了誤讀誤判。
拜登重申，美方願和中方坦誠對話，加強合作，堅持一個
中國政策，有效管控好競爭和分歧，推動美中關係穩定發展。
他願和習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溝通，為美中關係把舵定向。
此次拜習通話被視為具攤牌性質。14 日在羅馬，美國國安
顧問蘇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
室主任楊潔篪談了整整 7 小時，據稱會談 「非常坦率」，甚至
很 「激烈」，但美方就是沒有得到所希望的答案，即中國承認
俄國 「入侵」烏克蘭。
華府不滿中國 仍未譴責俄國入侵
拜習會登場前，美中就隔空放話，針鋒相對。白宮發言人
莎琪說，拜習通話將 「提供一個弄清習主席立場的機會」。
「中國至今沒有譴責俄國正在做的事情，說明了很多問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提前亮明立場，稱拜登將向習近平明確表
示，北京如果支持俄國侵烏，尤其向俄國提供軍援，中國將為
此付出 「代價」。美國國會議員 17 日則提出法案，若中國銀行
以金融方式幫助俄國規避美方制裁，將被踢出美國金融系統。

大陸環球網昨日引述不具名北京官員稱，中方將就中美關
係和烏克蘭問題向美國表明嚴正立場。官員指，從發展中美關
係以及在烏克蘭問題上勸和促談、敦促美方採取正確立場的需
要出發，中方同意了拜習通話的提議，但中方決不接受美國威
脅脅迫的做法，也會繼續敦促美方言而有信。
山東艦上未見飛機 國防部全程監偵
拜習通話之前，《中時新聞網》率先披露大陸 「山東艦」
航母昨天早上通過金門外海，並被一名搭機前往金門的民眾拍
下。這也是繼 2020 年 12 月以來，山東艦第二度通過台海。
《路透》則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就在拜習通話前的 12 小時，山
東艦現蹤台海，此舉頗具挑釁意味。
據報導，美國 「芮爾夫強生號」驅逐艦全程尾隨監控山東
艦向北航行，並注意到甲板上沒有任何一架飛機；台灣也有派
出軍艦關注。國防部昨證實此事，並且強調中共機、艦在我台
海周邊海空域動態，國軍聯合情監偵系統，都有全程掌握，確
保國家安全。

美譴責俄羅斯 對波士尼亞想加入北約發出恫嚇
（綜合報導）俄羅斯駐波士尼亞大使日前對波國有意加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進行隱晦的威脅，美國今天譴責
該大使的 「危險」言論。
自 1990 年的內戰造成約 10 萬人喪生以來，波士尼亞一直
呈現種族分裂的局面。這個巴爾幹國家目前由穆斯林、克羅埃
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 3 方領袖輪流擔任總統，克羅埃西亞人和
穆斯林領袖支持加入北約，塞爾維亞人領袖則表示支持軍事中
立。
本週稍早，俄羅斯駐塞拉耶佛大使卡拉布霍夫（Igor Kalabukhov）表示，如果波士尼亞加入西方軍事聯盟，俄羅斯可能

會有 「反應」，他並提及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一事。
他說： 「如果（波士尼亞）選擇成為任何組織的成員，那
是它的內部事務。但還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的反應。」
「在烏克蘭的事例中，我們的展示一如預期。若有威脅，
我們會做出反應。」
美國駐波士尼亞大使館 17 日抨擊俄方的 「威脅」，稱這番
言論 「危險、不負責任且不可接受」。
大使館在推特發文稱： 「北約與主權國家之間的安全事務
安排，第三方沒有發言權。」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採取必

要措施，要在這個歐洲-大西洋國家團體中享有一席之地時，
我們會繼續堅定地與它站在一起。」
自從波士尼亞塞爾維亞人領袖、克里姆林宮的盟友多迪克
（Milorad Dodik）威脅要分裂以來，近幾個月，波士尼亞恐陷
入動盪的憂懼升高。
去年 12 月，多迪克啟動塞族退出波士尼亞聯合部隊以及司
法和稅收體系的程序，引發各方對該國可能分裂或爆發新衝突
的擔憂。
多迪克採取行動前曾赴莫斯科，且顯然得到塞爾維亞人傳
統盟友俄羅斯的默許和支持。

美情報局擔憂普丁將動用核武 將核彈丟在這
（綜合報導）《每日郵報》報導，一名美國防部的高級官
員稱，如果烏克蘭軍隊持續擊退俄羅斯，那普丁就越可能要動
用核武器。美國防情報局局長柏瑞爾（Scott Berrier）在周四發
布一份多達 67 頁的報告中表達了對普丁動用核武器的擔憂。
這份嚴峻的評估報告是在拜登確定要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通話後的 24 小時內發布的，其中表示他們擔心普丁會將核彈

扔在基輔。報告中說明，俄軍的地面部隊持續受挫，普丁除了 是一個不斷衰落的國家，這可能促使俄羅斯除了在烏克蘭的行
利用空中轟炸來轉移焦點之外，也可能想利用核武器來製造震 動之外，也會在與西方的對抗中採取更廣泛的侵略性舉動。
懾效果，並展現實力給國內外群眾看。
而目前目標受挫，莫斯科似乎還是執意進軍，使用更多致
報告中還指出，普丁正在研發一種可以躲過西方飛彈攔截 命性武器，直到烏克蘭政府願意答應俄羅斯的條件。
的飛彈，用以對西方國家造成 「不可承受」的傷害。貝里爾說
明，雖然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目標一直被阻止，但他們認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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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向中日俄派特使
綜合報導 韓國上周選出新
總統。按照慣例，韓國候任總統
在正式上任前會向中美日俄派遣
特使，給對方國家的領導人轉達
親筆信。韓國紐西斯通訊社報道
稱，前駐華大使權甯世有望擔任
赴華特使。不過，候任總統尹錫
悅方面隨後表示，這次將僅向美
國和歐盟派遣特使，不向中日俄
派遣特使。一些韓國媒體的報道
有誤。
據韓聯社報道，尹錫悅身
邊的核心人士當天透露，已敲
定“國民力量”黨資深議員樸
鎮爲赴美特使，另外將向歐盟
派 遣 特 使 ( 人 選 待 定)， 時 機 大

概在 4 月初或中旬。該人士表
示，一些韓國媒體關于“尹錫
悅考慮派‘國民力量’黨議員
權甯世、鄭鎮碩作爲赴華、赴
日特使”的報道有誤。該人士
解釋稱，鑒于目前韓中、韓日
外交領域有待解決的問題堆積
如山，新一屆政府執政後需要
著手調整的部分較多，尹錫悅
方面覺得沒必要著急以候任總
統身份向中日兩國派遣特使。
而考慮到俄烏衝突，他決定不
向俄羅斯派遣特使。至于爲何
向歐盟派遣特使，該人士稱，
“歐盟與韓國共享價值觀，且
韓國若想在全球發揮中樞國家

的作用，需要與歐盟在經濟、
安保、尖端技術、人權問題等
領域開展合作”。該核心人士
還稱：“尹錫悅希望特使團能
與對方國家開展實質性的政策
協作，而非讓特使團流于形式
。概括說，就是要開展務實外
交。”
尹錫悅當選總統後在記者會
上談及中國時曾表示，要發展相
互尊重的韓中關系。他還在會見
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時稱，今
年是韓中建交 30 周年，建交給
兩國國民帶來很多很大的好處，
對兩國經濟發展也大有裨益。他
的手機裏至今保存著建交影像。

綜合報導 泰國官
員表示，目前有數千
名俄羅斯遊客滯留在
泰國。路透社稱，西
方對俄實施前所未有
的制裁措施，使這些
遊客難以獲得資金，也難以找到
回國的航班。
泰國國家旅遊局局長育塔薩
表示，因爲航班取消、盧布彙率
下跌以及俄羅斯銀行與環球銀行
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聯系
被切斷而引發的國際支付問題，
導致普吉島、蘇梅島、芭堤雅和
甲米等地的 7000 多名俄國人陷
入困境。
育塔薩說道：“我們必須做
好東道主，照顧好每一個人。”
他還稱：“仍然有俄羅斯遊客在
前往這裏的路上。”
據報道，滯留在泰國的大約
一半俄國公民都身處普吉島。

泰國官員：幾千俄羅斯遊客滯留
因西方製裁正在使用中國銀聯
普吉旅行協會主席蒲吉帝說：
“我們已經要求酒店降低價格，
並延長他們的住宿時間。”
蒲吉帝還提到，在無法繼續
使用擁有美國 Visa 和萬事達卡支
付功能的銀行卡後，部分俄羅斯
遊客已經在使用中國銀聯支付方
式。
此前的 3 月 5 日，美國萬
事 達 卡 公 司 和 Visa 信 用 卡 公 司
表示，將暫停它們在俄羅斯的
業務。
路透社提到，盡管在聯合國
大會第 11 次緊急特別會議的烏克
蘭局勢決議草案表決中，泰國投
了贊成票，但泰國並未跟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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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放寬防疫限製

綜合報導 韓國青瓦台發言
人樸炅美表示，現任總統文在
寅與候任總統尹錫悅原定于 16
日的會面臨時取消，雙方將繼
續開展工作層面磋商。
尹錫悅的發言人也表示，
雙方就會晤開展的工作磋商尚
未達成協議。
青瓦台一位高官透露，
原以爲這次會晤只是互致問
候，確保政府順利交接，而
現在卻變成了有正式議題的
會談，因此需要更多的時間
進行磋商。
韓國 中 央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當 地 時 間 10 日 發 布 的 數 據
顯示，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
力 量 黨 候 選 人 尹 錫 悅 在 第 20
屆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新
一任總統。

允許延長酒店等飲酒服務時間

綜合報導 泰國首都曼谷從 15
日起放寬有關防疫限制，允許酒
店等場所飲酒服務時間延長至夜
間 11 時。
由曼谷市市長阿薩雲簽署的
相關公告稱，爲支持經濟和社會
的持續發展，曼谷市決定出台新
政策，在遵守相關防疫規定的前
提下，允許酒店、商貿中心、會
議中心、展覽中心、商場等類似
場可開放飲酒服務至晚上 11 時。
泰國將于 4 月迎來泰曆新年宋
幹節(潑水節)長假，各地紛紛要求
松綁部分防疫規定，以激活經濟
和社會活力。
泰 國 總 理 府 發 言 人 14 日 表
示 ， 總理巴育將于近日主持召開
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大會，屆
時將討論調整防疫措施，解封有
關場所及活動，使民衆的生活回
歸正常。
泰國衛生部已制定計劃，
擬于今年 7 月將新冠肺炎列爲地
方病。
泰國官方 15 日公布的數據顯
示，過去 24 小時新增 19742 例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和 70 例 死 亡 病
例 ，其中曼谷新增確診病例爲
2904 例，仍居全國之首。截至當
天，泰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322.6
萬例，累計死亡 23848 例。

文在寅與尹錫悅取消會面
雙方將就談話內容繼續磋商

韓媒：尹錫悅破“四強外交”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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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羅斯實施任何制裁。
蒲吉帝還透露，數百名來自
烏克蘭的遊客也被困在泰國，主
要是因爲烏克蘭機場都已經關閉
。他表示，泰國方面正在努力讓
滯留的俄羅斯遊客乘坐中東航空
公司飛往莫斯科的航班回國，並
正在安排航班。他還表示，正在
考慮一項提議，允許在普吉島的
酒店、航班和其他企業使用加密
貨幣完成支付。
據悉，泰國在 2019 年接待了
140 萬名俄羅斯遊客。今年 1 月份
，泰國統計大約有 2.3 萬名俄羅
斯公民入境，約占該國總入境人
數的五分之一。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4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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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最快周日交代全民強檢
研調整部分社交措施 強調難硬性訂放寬條件



(
17 日疫情

香港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持續約 3 個
月，最近一直在高位徘徊，17 日新增逾 2.1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7 日預告，最快

21,650宗

周日（20 日）公布對各項抗疫措施作中期檢

（包括9宗輸入
個案）

討，包括交代全民強制檢測的詳情，此外下
月 20 日屆滿的社交距離措施，特區政府將按
疫情發展及治療能力和隔離設施等多項指
標，研究能否調整部分措施，例如修訂境外

◆香港仔鴨脷洲邨利怡
樓 17 日晚被圍封
日晚被圍封，
，居民
須接受檢測。
須接受檢測
。 中新社

爆疫院舍
◆新增4間安老院舍染疫，涉及98名院友和14名職員
◆過去兩星期累計 262 間安老院舍及 106 間殘疾院舍爆疫，共涉 10,728 名
院友及2,673名職員

醫管局概況

抵港者的檢疫期，但強調難於硬性訂下放寬

◆即日（18 日）上午 7 時起，香港醫管局已登記病人可透過手機程式
“HA Go”預約新冠指定診所
◆截至 3 月 15日，約有 170名兼職醫生及 390名兼職護士參與抗
疫工作
◆截至3月16日，醫管局已向6,400多名新冠病人處方
默沙東和輝瑞藥廠的兩種新冠口服藥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社交距離措施或入境限制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新增核酸確診：8,628宗
•新增快測呈報：13,022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984,231宗
•死亡個案：289人，包括202宗24小時
內新呈報及87宗滯後呈報
•第五波累計死亡：4,923人，死亡率為0.5%

新增總確
診個案：

萬宗陽性個案，令累計染疫人數超過 98 萬。

文森

17 日在政府高層抗疫記者會上，被問及網
林鄭月娥
上流傳香港特區全民強檢的日期，她再次澄清網
上流傳的資料並非有關計劃的具體執行細節，強調上月
22 日公布全民強制檢測及多項抗疫措施時，並未提出
具體時間。

計算推行所需人手視察場地
她透露，目前有關方案的細化工作，包括計算推行
時所需人手以及視察場地，“我們正計算人手，甚至外
出視察一些適合作為全民強制檢測的檢測中心地方，特
別是一些學校。因為如此大規模的檢測需要籌備，若這
些工作完全不做，到有好時機時根本無法起動，所以我
們直至現在也在進行這些工作。”她續說，明白社會希
望盡早得到相關信息，故預告最快周日（20 日）及下
周一（21 日）便會交代有關問題，此外亦會交代各項
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的情況。
香港 17 日新增逾 2.1 萬宗陽性個案，令累計染疫
人數超過 98 萬。林鄭月娥指出，實施控制社交距離措
施一個月期間，疫情變化很大，每日有數萬宗陽性個
案，本月 3 日高峰期有近 8 萬宗，故不少抗疫政策需不
斷按照疫情發展和每項措施的效果作出一個中期評
估，爭取盡快交代，除全民強制檢測外，會一併就過
去一個月的疫情發展和其他曾公布的措施作更新匯
報。

抗疫不能只參考一個指標因素
對於有專家認為疫苗接種率達 95%便可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林鄭月娥指出，在抗疫工作中並不能只參考
一個指標及因素，而是要綜合地看及進行判斷，而她上
月 22 日因應當時疫情公布一系列措施，包括收緊社交
距離措施、學校提早放暑假至復活節假期後復課、禁飛
部分航班等，有關措施下月 20 日屆滿，“但我也認為
應該在（措施生效）一個月後按最新疫情發展、感染人
數、康復人數、現時隔離設施的設立以及我們的能力，
檢視每項措施是否可以達至更好的平衡。”
她表示，特區政府已掌握疫情發展的新數據和情
況，“本月 20 日或 21 日全面向社會交代一次，每個措
施是繼續執行還是作出一些調整，以達至最佳效果，看
清楚前景。”她直言，抗擊疫情最困難的是無法完全預
測疫情走向，只能用最佳的措施應對，“某程度上是要
作出一些果斷決定，這些決定是否百分百準確，要留待
事後才知道。”

最重要市民是否配合政府措施
她還指，除了本地疫情因素外，亦基於另兩項考
慮，包括已強烈感到巿民的容忍度正在下降，最重要的
是市民是否繼續配合特區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如果市
民已經難以再合作和配合，那麼任何社交距離措施或公
共衞生措施都不能達至其成效”。另一項因素則是經
濟，目前外圍因素及本地疫情影響，經濟令人非常擔
心，須一併考慮對經濟帶來的衝擊，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她十分重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地位。
她透露中期檢討會涉及境外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
由於現時本地巿民確診後，第六天及第七天快速抗原檢
測轉為陰性，隔離令便解除，可恢復正常生活，但入境
人士目前最少檢疫 14 天，他們能否採用與本地患者或
密切接觸者相近的準則？她認為仍需要時間改變，因考
慮邊境管制及避免輸入病例增加，對醫管局帶來壓力。

◆深水埗富昌邨富凱樓及富怡樓 17
日下午圍封強檢，全部檢測都在屋邨
平台上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預告，最快20日公布對各項
抗疫措施作中期檢討，包括交代全
民強制檢測的詳情。

仍有9%人拒打針 林鄭：
“最後一公里”最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接種疫苗仍
是最有效的抗疫手段，但近日香港接種第一
劑疫苗的人數漸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 17 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回應指，現在全港
首針接種率逾 91%，仍有部分市民很堅定拒
絕接種，形容疫苗接種進程的“最後一公
里”較難行，無意訂立一個過高或過於理想
化的接種目標。
另外，派外展隊到全港約千間安老院舍為
願意接種長者打針的工作，18 日有望達標，惟
仍有部分無自主能力的長者，因為家人書面反
對而無法打針，她呼籲家屬改變主意，因為接
種疫苗後不僅能保護長者自身安全，也能保護
院舍其餘長者及他人。

林鄭月娥表示，現在香港 11 歲以上人口的
首針疫苗接種率超過 91.3%，但近日接種首針
的人數不斷下降，前日只有 8,000 多人接種第一
針，她相信剩下沒接種人士“都很有立場拒絕
接種”，因此“最後一公里最困難”。對於有
政府專家建議，當接種率達 95%才能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她表示不應設立一個太理想化的目
標，以免自綁手腳。

目標提升第二針接種率到九成
她強調，特區政府不會放棄提升接種率，
愈多市民接種愈好，而目前重點目標是把第二
針接種率由 81%提升到九成以上，尤其要把長
者和兒童接種率提高到九成以上。因為現在 3

至 11 歲接種率僅 55.5%，即仍有約 23 萬學童未
接種，香港教育局及各學校會為他們作出接種
安 排 ； 至 於 70 歲 以 上 長 者 的 接 種 率 也 只 有
70%，離目標還很有一段距離。
派外展隊到全港約千間安老院舍為所有願
意接種長者打針的工作，18 日有望達標。惟林
鄭月娥稱由於部分長者家人以書面反對而未能
接種，政府對決定只能“無奈”，希望他們早
日回心轉意。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補充，接種
疫苗計劃推行長者優先，但進展不理想，一些
長者可能對某些資訊有誤解拒絕接種，一些長
者家人堅決反對為長者接種疫苗，政府會加
強解釋，繼續努力提高院舍接種率。

張竹君：一日數字回落不代表整體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17 日香港新增
逾 2.1 萬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自上月 26 日
以來最低，第五波疫情累計個案逼近百萬。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一日確診數字較低不代表整
體疫情有回落趨勢，需多觀察數天，並指社區
內仍有很多傳播鏈，估計確診數字未必能於短
期內下降。另外，香港目前設有 23 間指定診
所，供新冠病人求醫，他們除了可以透過不同
電話專線預約求診時間，18 日起還可以使用
“HA Go”手機應用程式進行預約。

增 21650 宗 上月 26 日以來最低
香港 17 日新增 21,650 宗確診個案，當中 9
宗為輸入個案，13,022 宗為快速檢測呈報個
案，是 19 天以來（上月 26 日後）最低單日新增
數字。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統計，上月 26 日原本
錄得逾 1.7 萬宗核酸陽性個案，後補加快速檢測
確診數，令當日確診個案高達約 5 萬宗，此後
新增個案一直維持高位，至 17 日首次跌至 2.1
萬宗。

對於疫情是否開始回落，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17 日表示， 一日確診數字
不能代表整體疫情趨勢，過去數日個案都在 3
萬宗上上落落，仍要多看數日情況。她指，目
前社區內仍有很多傳播源，部分人沒有病徵，
料確診數字未必會很快下降。“即不會好快即
刻落晒，專家話要拖好耐可能都有機會。”
17 日新增 289 名新冠病人死亡，當中 202
人於過去 24 小時內呈報，其餘為滯後呈報。第
五波疫情累計確診 984,231 宗，當中 4,923 人死
亡。70%死者是 80 歲以上長者，58%來自院
舍，87%有長期病患，11%曾接種兩劑疫苗。

49歲女無長期病 入院兩日後不治
幾位較年輕的死亡個案分別患有腦癇症、
中風、遺傳新陳代謝病等，但其中一名 49 歲女
死者沒有長期病患。她去年 8 月完成接種兩劑
疫苗，本周一（14 日）入院時出現呼吸衰竭，
照肺後發現“兩邊花晒”，留醫深切治療部，
兩日後不治，已轉介死因庭裁判。

◆張竹君表示， 一日確診數字不能代表整體疫
情趨勢，仍要多看數日情況。
另外，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公布，
18日上午7時起，患者可透過“HA Go”手機程
式，預約 23 間新冠指定診所，及查閱診症名額
狀況，使用者可為自己或他人預約，亦可隨時查
詢及取消診期。他續指，“HA Go”預約首階
段只適用於曾在醫管局登記或曾使用醫療服務人
士，局方會盡快展開第二階段覆蓋至其他人士，
其間未曾登記、未使用過醫管局服務人士，仍可
在服務時間內使用電話進行預約。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
2022年3月18日（星期五）
星期六 周文超
2022年3月19日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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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 盡快遏制疫情擴散勢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務委員會 17 日召開會議，分析新冠肺炎疫情
形勢，部署從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常態化疫情防控以來，我們堅
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不斷提升分區分級
差異化精準防控水平，快速有效處置局部地區聚
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
健康，中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
位，充分體現了中國防控疫情的堅實實力和強大
能力，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巨性、反覆性，進一步動員起來，統一思想，堅定
信心，堅持不懈，抓細抓實各項防疫工作。要始終
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
零，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要提高科學精準
防控水平，不斷優化疫情防控舉措，加強疫苗、快
速檢測試劑和藥物研發等科技攻關，使防控工作更
有針對性。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統籌
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採取更加有效措施，
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
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

會議指出，近期全國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點
多、面廣、頻發的特點。要壓實屬地、部門、單
位、個人四方責任，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
離、早治療要求，從嚴從實開展防控工作，加強

習近平強調，堅持就是勝利。各地區各部門各
方面要深刻認識當前國內外疫情防控的複雜性、艱

壓實屬地部門單位個人四方責任

對疫情重點地區的防控指導，快速控制局部聚集
性疫情。
會議強調，要保持群眾正常生產生活平穩有
序，做好生活必需品生產供應，保障好群眾就醫
需求。要加快疾控體系改革，擴大重點人群監測
覆蓋面，完善多渠道監測預警機制，全面提升疫
情監測預警和應急反應能力。要壓實口岸地區防
控責任，充實口岸防控力量，健全常態化防控機
制，補齊短板弱項，築牢外防輸入防線。要加強
學校等重點場所常態化防控，壓實主體責任，做
實做細防控措施和應急預案。要教育引導廣大幹
部群眾充分認識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掌握防疫知
識，自覺遵守防疫要求，加強自我防護，配合黨
和政府做好工作。要加強疫苗接種科普宣傳，推
進加強免疫接種，進一步提高接種率，築牢群防
群控防線。要統籌做好信息發布和宣傳引導，及

時向社會通報疫情態勢和防控工作進展，主動回
應社會關切。

要克服麻痹思想厭戰情緒鬆勁心態
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
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黨政同責，齊抓共
管，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提高防疫本領。要
加強組織領導，克服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
理、鬆勁心態，以時不我待的精神抓實抓細疫情防
控各項工作。疫情較為嚴重的地方，黨政主要領導
和各級領導幹部要把防疫工作放在第一位，盡銳出
戰，決戰決勝。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積
極發揮作用，深入防控一線，深入群眾，積極幫助
群眾排憂解難。要強化督查問責，對失職失責導致
疫情失控的要立即依紀依規查處，嚴肅問責。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深圳開通 133 條熱線 為居家“慢生活”提供“快服務”

68 分鐘“保持通話”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沒法開工，只有基本工資”“被隔離三四天
了，害怕焦慮……”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市民
很容易出現悲觀抑鬱情緒。為給居家的“慢生
了 24 小時疫情防控民生服務熱線，總計達 133
條，全天候提供政策諮詢、生活幫助等服務。
“非常感謝暖心熱線，在我情緒最激動的時
候安撫我，緩解我的焦慮。”近日，外賣騎
手孫先生撥通了深圳鹽田區的熱線電話，
與接線員進行了長達 68 分鐘的“保持通
話”，一度焦慮慌張的情緒，得到
了及時的緊急疏導。

“真心希望疫情早早結束，我能夠重返陽
光下，繼續自己熱愛的工作。”孫先
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一周前，他所居住的
小區被劃為了管控區，當時深圳疫情還不太嚴
重，有不少管控區在 11 天後解封了。“這段
時間我是數着天數過日子，每天醒來馬上看官
方通報，了解有沒有新增，可疫情形勢卻越來
越嚴重了。尤其是本周全市封控管理後，更覺
得要熬不下去了。”

◆深圳龍華區人民醫院醫護電
話詢問患者情況。
話詢問患者情況
。 受訪者供圖

人，社區專門搭建老年人服務保障平台。

耐心傾聽真誠交流適時鼓勵

醫院設心理諮詢電話會診

孫先生說，起初只是想了解所在社區的
最新疫情防控政策，但隨着與接線員鄧碧霞
溝通的深入，他開始表露出了焦慮情緒，尤
其說到自己眼下工作和生活都遇到的實際困
難，心情也隨之變得不安和忐忑。
了解到孫先生的情況後，鄧碧霞細緻地講
解最新疫情政策的同時，特別注重對他進行了
情緒疏導和陪伴。在長達一個小時的通話中，
通過耐心的傾聽、真誠的交流以及適時的鼓
勵，逐步幫助孫先生解開了“心結”，負面情
緒最終也得以釋懷。
本輪疫情發生以來，鹽田區通過疫情防控
民生熱線、“美好鹽田”官網上留言專欄等渠
道，接收居民各類求助及建議。開通暖心服務熱
線，處理疫情政策、日常生活、求醫問藥等各類
諮詢與求助信息。在老齡化程度較高的中英街，
針對區內 216 位 60 歲以上的獨居、空巢老

深圳市康寧醫院等多家醫院還上線了 24
小時心理危機干預熱線，並在社區成立心理關
愛小組，及時為封控區、管控區和防範區“三
區”內居民提供心理疏導、心靈關愛等心理諮
詢服務。心理諮詢專家有的開出 “心靈處
方”，有的轉介社區專人對接，確保問題得到
解決。
深圳市龍華區人民醫院龍園社康醫生裴曦
是所在封控區的心理關愛小組組長，她和團隊
採用了向居民微信群發出心理測評二維碼的方
式，根據評分掌握居民們的心理狀態。“得分
高的高危人群，我們會馬上進行重點關注，一
一打電話進行情緒疏導。”
裴曦發現一名女士得分很高，電話聯繫後
得知她患有抑鬱症，服藥不規律，情緒已多日
不穩定。裴曦立即請市、區心理專家電話會
診，同時聯繫區慢病中心開藥，安排專人送

藥。在每天的電話疏導和規律服藥下，該女士
情況一天天好轉。
“我不是一個人在努力。”在裴曦的朋友
圈中有一段感謝醫護的記錄：這是充滿感動的
一天，因為不能出門，且又到了看診拿藥的時
候，提前和社區網格員說明了情況，及時得到
了回覆。防疫醫護組的醫生在近 1 個小時裏，
超級耐心，超級溫暖，不停告訴我只要勇敢去
面對，就一定能治好。
17 日舉行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深
圳市政府副秘書長黃強介紹，疫情期間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視民生訴求工作，力求對企業、市
民的訴求做到有訴必應、有求必答。“大家如
面臨生活物資、疾病就醫等困難，可以隨時撥
打 12345 市民服務熱線或者各區、各街道的暖
心服務熱線。”深圳市還開通了“深圳 12345
熱線”微信公眾號等互聯網投訴渠道。對市民
的訴求盡快轉派至相關單位並予以跟辦、督
辦、反饋、評價，確保實現快速、閉環和有溫
度的處理。

鹽田等五區復工復產 地鐵公交恢復

活”提供“快服務”，深圳全市每個街道都開通

疏解外賣騎手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17 日晚，深圳新冠疫情防控指
揮部通告，自 18 日起，已實現社會面
動態清零的鹽田區、坪山區、光明
區、大鵬新區、深汕特別合作區，黨
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生產經營單位
等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和生產經營，公
交、地鐵恢復運行。封控區、管控
區、防範區“三區”嚴格執行疫情防
控相關措施。
通告稱，自 14 日起，深圳已在全市
範圍內完成兩輪全員核酸檢測，部分區
已實現社會面動態清零，全市疫情防控
形勢依然嚴峻，但總體可控。
為從嚴從緊從細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確保群眾
正常生產生活平穩有序。其他未實現社
會面動態清零的區域，要做好精準防
控，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
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
展的影響。加大企業服務力度，分區分
級分類實施差異化疫情防控措施，實施
“一企一策”“一廠一案”，保障企業
有序生產經營。

兒童患者佔比高 轉陰時間長

深圳本輪疫情，兒童感染患者不斷
增多。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黨委書記劉
磊在 17 日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目前，市三醫院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
中，14 歲以下兒童佔比 20.4%，6 歲以
下兒童佔比 9.6%，年齡最小 1 月齡，兒
童罹患率較德爾塔變異株明顯增高。與
既 往 新 冠 病 毒 毒 株 和 Delta 病 毒 株 相
比，兒童發熱和消化道症狀較重，轉陰
時間明顯延長。
劉磊表示，目前收治 Omicron 感染
患者臨床特點為：潛伏期短於 Delta 變
異株、臨床症狀輕、現在在院的患者
中，輕症患者佔 72.28%，但症狀更多樣
化，很少出現嗅覺和味覺改變，發生肺
炎的比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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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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星期六

2022年3月19日

Saturday, March 19, 2022

A12

咖哩海鮮義大利麵 Curry Seafood Pasta
食材
‧ 4盎司 義大利細扁麵
‧ 半顆 洋蔥，切絲
‧ 1顆 甜椒，切絲
‧ 10顆 蛤蜊，洗淨吐沙
‧ 5隻 鮮蝦，去殼和腸泥

‧ 3大匙 牛頭牌咖哩炒醬
‧ 黑胡椒，調味用
‧ 羅勒葉，裝飾用
‧ 檸檬汁 (依個人喜好添加*)

做法
(1)依照包裝指示煮熟義大利細扁麵，備用。(2)鍋中
放入牛頭牌咖哩炒醬、洋蔥和甜椒，以中火翻炒至香。
(3)加入蛤蜊、鮮蝦和一些水，拌炒至海鮮快熟時，
放入義大利麵翻炒均勻且收汁。灑黑胡椒稍微提味。
(4)盛盤後以羅勒葉裝飾，依個人喜好擠上檸檬汁*即可。
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