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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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聯合國大會主席表示，在俄羅斯軍隊被控在烏克蘭
布查蓄意殺害平民後，聯大將於7日投票決定是否暫停俄國在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UNHRC）的成員資格。

聯合國大會主席發言人庫比亞克（Paulina Kubiak）今天說，
投票已確認將在7日上午10時進行。

俄羅斯目前正處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3年任期的第2年。要將
俄國暫時從設在日內瓦的人權理事會除名，聯合國大會193個會員
國必須要有2/3票數通過才行。

烏克蘭指控俄軍在布查鎮（Bucha）屠殺平民數百人後，美國
駐聯合國大使湯瑪斯-葛林斐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4日
稱，美國要求聯合國大會將俄羅斯踢出人權理事會。她在羅馬尼亞
首都布加勒斯特表示： 「俄羅斯參與人權理事會是個笑話。」

聯合國大會只有一次將會員國踢出人權理事會，是2011年3
月一致通過將利比亞逐出。當時效忠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
（Muammar Gaddafi）的軍隊暴力鎮壓抗議者。

聯合國今投票 決定是否將俄羅斯踢出人權理事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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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more than 300 million
fans are about to see the NBA
basketball games broadcast by
Chinese TV stations again. The
games have aired in China
continuously for the last 35
years. As spokesman Mike Bass
said, “ We’ve lived-broadcast
games to our fans in China and
to more than 200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mission to inspire and connect
people everywhere through the
game of basketball.”

The games were interrupted
when Houston Rocket executive
Daryle Morey shared an image
supportive of the Hong Kong
pro-democracy movement.
Morey apologized for the post
and was rebuked by the owner of
the Rockets Tilman Fertitta. The
NBA games on Chinese

television make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e league.

In a recent interview, NBA
Commissioner Adam Silver said
virtually every American uses
products made in China, and in
many cases they are the
products that we are most reliant
on: our computers, our cell
phones, our clothes, our shoes
and kid’s toys. So the question
became, “Why is the NBA
being singled out as the
company that should now
boycott China?”

We welcome the NBA’s return
to China which represent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ntinue to strengthen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sports
events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easing the cur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last two years, becau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war in Ukraine, the livelihoods
and survival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seriously been

affected and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have only triggered an
uncertain future for the world.

To be hones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have suffered enough. We
need to bring more joy and
laughter to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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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Pleased To See The Return OfWe Are Pleased To See The Return Of
The NBA To ChinaThe NBA To China

在中國有三點三億NBA球迷即將再度收看
到中央台轉播的藍球比賽，這意味着自二O一
九年以來一直存在的裂痕似乎在彌補之中。

過去幾年來，除了二O二O年之總決賽，
中央台完全停止了對該聯盟之轉播，只有在騰
訊媒體平台播放。
NBA發言人巴斯在一項聲明中表示，通過

向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之轉播，
是符合我們通過籃球運動激勵世界各地人民的
使命。
在二O一九年秋天，當時休斯敦火箭隊高

管莫雷在網上分亨了一張支持香港民主抗議者
之照片，激怒了中國政府因而導致停播，莫雷
之帖子遭到火箭隊老闆費蒂塔之指責，NBA比
賽每年在中國可以賺進數億元的廣告費這項可
觀收入也因而泡湯了。
NBA總裁蕭華最近表示，鋻於這么多美國

公司舆中國做生意，NBA被单獨挑出來批評是
不公平的，他說，幾乎每個美國人都在使用中
国制造之產品，從電腦、電視、衣物、鞋子
、玩具、為什麼NBA 還是唯一抵制中國的公
司，NBA目前仍然遭到美國國內人士之指責。
我們欣見中美兩國民間交流透過體育賽事

能夠繼續加強彼此之瞭解，這也是緩和當前世
界緊張局勢之重要指標。
近二年多來，新冠疫情對世界人民帶來的

禍害，嚴重影響各國人民生計和生存，在再加
上近月來烏克蘭之戰事，全球正進入經濟崩敗
時期，美國對俄羅斯之全面制裁，牽動了今後
之全球政治版圖。
老實說，人民真的是夠辛苦。

我們欣見我們欣見NBANBA 重返中國大陸重返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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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指出，第4劑輝
瑞／BNT疫苗可為 60歲以上
年長者提供額外保護力，防止
感 染 COVID-19 變 種 病 毒
Omicron及降低重症發病率，
然其效力將在4周後遞減、8
周後消失殆盡。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5日刊登以色列一
份醫學研究報告，研究員透過
以色列衛生部資料庫追蹤符合
注射第4劑疫苗的125萬2331
名60歲以上年長者為對象，在
1月10日至3月2日、以色列
盛行Omicron變異株期間進行
研究。結果發現，與只接種3
劑疫苗相比，施打第4劑輝瑞
／BNT疫苗能在短時間內有效

降低COVID-19發病率，但效
力在4周後開始減弱、8周後
消失殆盡。

研究員指出，第4劑輝瑞
／BNT在6周內，對重症患者
的防護力並未減弱，不過還有
待更多研究來評估長期效力。
而據以色列上月另一項研究顯
示，相較只接種 3 劑輝瑞／
BNT疫苗的年長者，接種第4
劑輝瑞／BNT疫苗的年長者染
疫後死亡率，大幅下降7成8
。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DA）7日將召開會議討論
額外加強針的必要性。由於
Omicron亞型變異株BA.2正在
美國境內擴散，當局已於一周
前批准50歲以上民眾接種第4

劑疫苗。據美官方最新數據，
美國每4例感染COVID-19的
病例中，就有3例是感染高度
傳染力的BA.2。

加拿大國家免疫諮詢委員
會（NACI）也在6日建議，考
量所有年齡層中，年長者最容
易出現重症，各省應盡快為80
歲以上年長者和相關醫療養護
工作人員提供第4劑疫苗，同
時亦可酌情考慮，將70至79
歲年長者納入首波接種第4劑
的對象。

歐洲各國衛生部長也呼籲
政府支持60歲以上民眾接種第
4劑疫苗。亞洲國家目前僅韓
國已開始施打第4劑疫苗，日
本及新加坡則在規畫階段。

以色列研究：長者打第4劑BNT 效力僅8周

烏克蘭首都基輔郊區布查鎮自俄軍撤離後，數百平民疑遭殘
殺。儘管俄國否認一切犯行，歐盟國家偕同一致，48小時內驅
逐206名俄國外交官和使館人員；自俄國侵烏以來，至少340名
俄外交人員遭歐盟國家驅逐出境。美國、歐盟、七大工業國集團
（G7）宣布將對俄祭出 「全面制裁」 ，對象包括俄金融機構、
國營企業、政府官員以及其家屬，據傳，俄國總統普丁兩位女兒
也在內。

布查鎮橫屍遍野慘狀曝光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痛斥俄軍
所為是 「種族滅絕」 ，力促世界各國加強對俄制裁力道。短短2
日，英國以及歐盟國家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
牙、丹麥、瑞典、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維尼亞、
羅馬尼亞，相繼以國安為由，大動作對俄國外館展開驅逐行動，
後續跟進的還有希臘與挪威。其中，立陶宛更正式宣布對俄外交
降級，成為第一個驅逐俄大使的歐盟國家。

除歐盟宣布將中斷俄國煤炭進口，並禁止俄船隻停靠歐盟港
口，白宮發言人莎琪6日表示，美國與G7、歐盟將鎖定俄羅斯
金融機構、國營企業、政府官員及其家屬，施行全面、廣泛的制
裁，並禁止所有對俄的新投資。《華爾街日報》揭露，制裁對象
可能包括普丁的女兒沃隆措娃及蒂訶諾娃。

美國財政部同日宣布，
對俄知名暗網市場Hydra及加
密貨幣交易平台Garantex實
施制裁，禁止美國人向Hydra
或 Garantex提供或接受 「任
何捐款或提供資金、商品或
服務」 。美國財政部稱Hydra
為全球 「最大、最知名的非
法暗網市場」 ，財長葉倫指
出： 「我們今天的制裁行動
向犯罪分子發出訊息：你無
法藏匿在暗網或相關網域。
」

德國聯邦刑警日前則已
經關閉Hydra在德國的伺服器
，同時查扣價值2500萬美元
比特幣。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5日斥責，歐盟國家大舉驅逐俄
外交官員的行為 「目光短淺」 ，他並表示： 「這將無可避免地導

致報復行動。」 俄國副外長格魯希科6日則表示，俄方仍盼與西
方國家維持外交關係。

歐美、G7對俄全面制裁 普丁女兒在列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今天表示，俄羅斯軍隊據傳在烏克蘭布查鎮（Bucha）屠殺平
民一事， 「對我來說跟種族滅絕相差無幾」 。

法新社報導，關於烏克蘭戰爭和其他衝突，英國政府一直拒絕使用 「種族滅絕」 （genocide）
這個字眼，認為應交由主管法院來判定這種最嚴重的戰爭罪行。

但強生告訴記者： 「恐怕當你看到布查鎮發生的事情時，我們見到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在烏克蘭所為被揭露的真相，對我來說跟種族滅絕相差無幾。」

他還說： 「我毫不懷疑，在英國挺身帶頭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將再度步伐一致，對蒲亭政權實
施更多制裁和更多懲罰措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 Security Council）展
示令人痛心的暴力畫面並指控俄國犯下廣泛暴行後，西方國家正準備對俄國實施新的制裁措施。

烏克蘭布查慘案英相強生：與種族滅絕相差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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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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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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大型競選集會，意圖加強與選民互

動，進一步提振選情，加緊爲競選連任做准備。

當天的集會地點位于巴黎近郊楠泰爾的拉德芳斯競技場。主辦方稱

超過3萬人參加集會。記者在現場看到，多名工作人員向民衆發放法國

國旗和歐盟旗幟；印有馬克龍競選連任口號“馬克龍與您在一起”的標

語牌已被放置在不少座位上。

馬克龍夫人布麗吉特、法國國民議會議長費朗、總理卡斯泰、前總理

菲利普及執政黨共和國前進黨的主要高層人士均在現場爲馬克龍助威。

馬克龍隨後到達集會現場，在支持者的歡呼聲中發表長達兩個半小

時講話，重點闡述他的核心政策主張。在內政方面，馬克龍再次強調要

推進退休制度改革，指出“只有工作才能爲國家帶來進步”，重申會將

法定退休年齡推遲至65歲，並會進一步降低失業率。

馬克龍還談及社會平等議題，表示如果成功連任，將要推動兒童保

護、性別平等並加大對單親母親的援助。他還特別向長期處于抗疫一線

的醫護人員表示感謝。

在對外議題上，馬克龍重點闡述他的歐洲觀，強調“我們爲自己是

歐洲人而自豪，爲在法國國旗旁懸挂歐盟旗幟而自豪”。在談到烏克蘭

危機時，他向接納烏克蘭難民的家庭和市政當局表示感謝。

這是馬克龍3月初正式宣布競選連任以來首次舉辦大型競選集會活

動，而現在距離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僅剩8天時間。他的多名

競選對手已舉辦了多場大型競選集會。馬克龍近一個月把很多時間和精

力放在應對烏克蘭危機上。

根據最新民調，馬克龍的支持率仍然位居首位，但與主要競選對手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候選人瑪麗娜· 勒龐的支持率差距在縮

小。馬克龍在首輪投票中的支持率爲28.5%，瑪麗娜· 勒龐的支持率爲

22%。如果兩人進入第二輪投票對決，馬克龍的支持率爲53%，瑪麗娜·

勒龐的支持率爲47%。

500多架飛機面臨收回
普京簽署法律：用盧布續租續租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一

項法律，要求俄羅斯的航空公司用盧布向

“不友好國家”的出租人支付租賃和購買

飛機的費用，若用外幣支付則需經過額外

批准。

RT分析稱，該決定主要涉及俄羅斯航

空公司使用的波音和空客飛機。此前，多

家飛機租賃公司取消了與俄羅斯航空公司

的合同，並要求他們歸還500多架飛機。

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方面稱，有

400多架飛機仍在俄境內，不會選擇歸還

。同時普京表示，將向國內航空公司提供

1000億盧布（約合人民幣76.52億元）的援

助以應對西方制裁。

綜合“今日俄羅斯”（RT）、國際文

傳電訊社（Interfax）消息，普京4月 1日

簽署的法律顯示，俄羅斯航空公司將能夠

通過俄羅斯聯邦的銀行賬戶以盧布向“不

友好國家”的出租人支付飛機和發動機的

租金。

“對于支付租金和其他付款的義務，

如果這些義務由債務人通過俄羅斯主要居

民商業公司的銀行賬戶履行給（對方國家

）主要居民商業公司的信貸機構賬戶，則

視爲這些義務履行完畢。”相

關法律文件寫道，“（支付）

金額相當于外幣債務等值的盧

布（無論該債務價值以何種貨

幣表示），並按俄羅斯聯邦中

央銀行確定的官方彙率計算。”

該法律還顯示，若企業用外幣支付外

幣債，則必須由一個特別政府委員會進行

批准。同時，俄羅斯政府有權決定“除本

法律規定以外的”與外國出租人和解的程

序。

RT報道指出，今年3月，多家飛機租

賃公司取消了與俄羅斯航空公司的合同，

並要求他們歸還500多架飛機。

但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表示，這

500多架飛機中有78架是在國外被扣押的

，這意味著俄羅斯境內還有400多架外國

飛機可以使用。

3月31日，俄羅斯副總理鮑裏索夫尤

裏· 鮑裏索夫表示，這些從外國租賃的飛

機將繼續留在俄羅斯。

“所有的飛機，也就是外國飛機，都

將留在俄羅斯。”鮑裏索夫說，“隨著制

裁的實施，一些飛機在國外被扣押，但絕

大多數波音和空客飛機仍在俄羅斯。”

與此同時，普京表示，他已指示政府

制定措施，減輕俄羅斯航空公司的租金支

付負擔。

普京在與航空公司和飛機制造商代表

舉行會議後發表電視講話說：“關于租賃

款項，讓我提醒你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支付給不友好國家’的公司的，而他們違

反了合同義務。”

普京稱，莫斯科將向國內航空公司提

供1000億盧布（約合人民幣76.52億元）

的支持，幫助它們應對制裁的後果，國內

航班將在2022年獲得政府補貼。

除此之外，由于俄烏爆發軍事衝突

，俄羅斯還受到了“禁止向俄羅斯供應飛

機和飛機零部件”的制裁。

作爲回應，普京簽署了一項法律，允

許俄羅斯航空公司重新注冊外國飛機並繼

續在俄羅斯國內飛行。

俄羅斯未來5個月
禁止葵花籽出口

綜合報導 俄羅斯將自4月1日起至8月31日禁止葵花籽出口，並于

4月15日至8月31日期間實施150萬噸的葵花籽油出口配額，以避免國

內相關物資短缺並平抑漲價壓力。

農業部在一份聲明中說：“隨著全球葵花籽油和油籽價格飙升，眼

下對俄羅斯産品的需求增加了。”

按照俄農業部的說法，上述措施旨在消除本國相關物資短缺的可能

性，遏制原材料成本和重要産品價格大漲。

德新社報道，受西方經濟制裁影響，俄羅斯一些食品開始漲價，一

些地方出現囤積現象。多家連鎖超市已經限購糖、荞麥等食品。

路透社同一天報道，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全球主要葵花籽油出口國，

而印度是葵花籽油最大消費國之一。

業內人士本周告訴路透社記者，印度已簽訂合同，以創紀錄高價買

入4.5萬噸俄羅斯葵花籽油，定于4月發貨。受烏克蘭葵花籽油供應中斷

影響，印度本地市場食用油價格上漲。

一名孟買交易商說，俄羅斯出口禁令將使印度食用油價格居高不下。

路透社援引多名交易商的話說，俄羅斯4月向印度發貨的葵花籽原

油價格達創紀錄的每噸2150美元，包括成本、保險和運費。與之對比，

印度市場的豆油價格爲每噸1767美元，棕榈原油爲1720美元。

斯裏蘭卡經濟陷入崩潰
該國政府向中方求援，要求提供更多貸款

綜合報導 稱印度在斯裏蘭卡搶走了

原本屬于中企的生意，一些印度媒體也趁

機附和，表示去年1月份，中企曾獲准在

斯國靠近印度的三個島嶼上開發太陽能發

電項目。但新德裏以“威脅國家安全”爲

由提出反對後，項目就此擱淺，隨後斯裏

蘭卡與印度簽署了能源合作協議。

表面上看，印度一番操作下來，看

似非常”成功”，可實際上斯裏蘭卡正

遭遇1948年獨立以來，最爲嚴重的經濟

危機。該國央行本月初宣布開放盧比彙

率後，盧比一度暴跌超過一半，換言之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開展能源方面的合

作，恐怕得做好血本無歸的准備。

而在近日，斯裏蘭卡的局勢進一步

惡化，毫不誇張地說，當地即將陷入崩

潰。媒體4月2日報道稱，受新冠疫情影

響，斯裏蘭卡外彙儲備下降了7成，其

中可用儲備僅爲3億美元，導致其沒錢

進口燃料，食品等維持國民生計的必需

品。

對此，政府只能被迫關閉所有路燈

，整個國家更是經曆著每天長達13個小

時的停電，不僅如此，若燃料短缺的危

機不能得到緩解，未來停電時長將提升

至16小時。另一方面，斯裏蘭卡的通脹

率較之去年飙升了近19%，食品類商品

的通脹則達到了驚人的30.2%，，由于物

資短缺和天氣炎熱，一些人甚至在排隊

時被活活熱死。

各種危機彙集到一起，社會便開始

變得動蕩起來，日前數百名抗議民衆因

爲對斯國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做法感到

極度不滿，他們在首都科倫坡集合，試

圖強行闖入總統府。爲鎮壓示威活動，

警方使用水槍和催淚彈進行驅趕，雙方

衝突造成約50人受傷，僅當天晚上就有

54人被逮捕。

據悉，斯裏蘭卡總統拉賈帕克撒已

在本月1日晚間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他在一份聲明中強調，此舉是爲了維

護公共安全，並確保物資供給能得到保

障。同時，斯裏蘭卡還向國際貨幣組織

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求援，說白

了就是借錢。

那麽現在問題來了，國際社會到底

救不救呢，如果不依靠外力幫助，斯裏

蘭卡絕對是撐不了多久的，而且情況將

越來越糟糕，最終會釀成大規模人道主

義危機，而斯裏蘭卡若破産，那前面借

出去的錢，多半要打水漂。可如果出手

援助的話，需要投入的可不是一筆小資

金，簡直相當于無底洞一般。

其光是今年需要償還的外債就高達

70億美元，即便在美國面前都算得上巨

款，更何況如果現在借了，將來可能再

次出現還不起錢，債務越滾越大的情況

。基于以上原因，求人幫忙首先要展現

誠意，別的國家怎麽做中國管不著，至

少我們不會當冤大頭，所以斯裏蘭卡需

要有東西作擔保。

普通人找銀行貸款，得拿房車抵

押，國與國之間這一環怎麽能少呢。斯

裏蘭卡國家發展水平低，沒啥值錢的東

西，能夠被看中的大概也就港口，礦産

，以及土地資源了。之前，斯裏蘭卡已

經有個港口租給了中企99年，現在可直

接依葫蘆畫瓢。

值得一提的是，上個月25日中國駐

該國大使戚振宏表示，應斯裏蘭卡要求

，中方決定向其提供緊急糧食援助，所

以我們一直秉持著負責任大國的態度，

對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斯裏蘭

卡至今還欠中國30多億美元，欠西方國

家的錢則更多，因此該不該繼續貸款，

又該以什麽樣的形式借，斯裏蘭卡的債

主的們得坐下來好好談談。

馬克龍舉行大型競選集會
意圖進一步提振選情

俄總統新聞秘書：歐洲應自主掌握自身命運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在接受俄羅斯媒體

和白俄羅斯媒體采訪時表示，“歐

洲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對歐洲大陸

命運負有的責任，只有這樣，歐洲

人才能重新評估與俄羅斯的關系並

與俄羅斯進行對話”。

佩斯科夫說，只有當歐洲人

從美國灌的“迷魂湯”中清醒過

來，並最終明白應該關心歐洲大

陸甚至歐亞大陸命運的時候，才

是歐洲重新評估歐俄關系並與俄

羅斯進入對話狀態的時機。

佩斯科夫表示，現代的烏

克蘭對俄羅斯來說是複雜的、

敵對的。俄羅斯希望烏克蘭能

夠禁止極端民族主義思想，恢

複俄語的地位。

“俄烏談判進行得不易 重
要的是能繼續”

佩斯科夫說，俄羅斯原本希

望繼續在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進行

談判，但是烏克蘭方面反對。俄

烏談判進行得不容易，但重要的

是談判能夠繼續，並通過談判來

結束軍事行動，因此談判的場地

在哪裏並不重要。

“烏克蘭的軍事潛力已被
摧毀”

佩斯科夫說，目前烏克蘭

的非軍事化進程正在繼續，在

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中，

“烏克蘭的軍事潛力在很大程

度上已被摧毀”。

“證據顯示俄周邊建有生
物實驗室網絡”

佩斯科夫還指出，俄羅斯有

證據證明“在俄羅斯周邊建立起了

生物實驗室網絡，這些實驗室正在

進行新型生物武器的研究”。

“北約是一個制造威脅的
組織”

對北約，佩斯科夫表示，北

約本身就是一個制造威脅的組織

，西方的雙重標准“過去有、現

在有，將來也會繼續”。俄羅斯

和白俄羅斯不得不與他們打交道

因此需要忍耐和堅持。

佩斯科夫還強調，在白俄

羅斯受到攻擊時，將被視爲進

攻俄羅斯，俄方會毫不猶豫地

給予白俄羅斯軍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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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3
日凌晨發生槍擊案，造成6死12傷，一對涉嫌
參與這起大規模槍擊案的兄弟檔今天已被警方
逮捕。

法新社報導，針對這起發生在沙加緬度市
中心的明顯槍戰，負責調查案情的警探表示，
這兩名男子涉嫌持有槍械。

槍擊案顯然發生在一場鬥毆後，槍手擊發
至少 100 發子彈，其中名叫史麥利．馬丁
（Smiley Martin）的男子，是槍擊案爆發後在
醫院接受治療的12名傷患之一。

現年27歲的史麥利．馬丁被描述為 「傷勢
嚴重」 ，警方今天指出，他涉嫌持有 「機關槍
」 ，在繼續接受治療期間，他被一名警員看守

著。
史麥利．馬丁是 26 歲的丹德雷．馬丁

（Dandrae Martin）的胞兄，丹德雷．馬丁因
涉及武器相關罪名而在昨天被逮捕。

路透社報導，警方沒有詳述兩人在這起槍
擊案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清楚是否還有其他嫌
疑犯在逃。

還有第3名男子道森（Daviyonne Dawson
），據傳他在槍擊案爆發後被人發現持有槍械
，也已經被逮捕。

沙加緬度警察局長萊斯特（Kathy Lester）
曾說，有 「數名」 槍手涉及這場造成6人死亡
、12人受傷的大屠殺。

美加州槍擊案釀6死12傷 警方逮捕兩嫌為兄弟檔

軍事新聞網站 「Military.com」 4日報導，
美國陸戰隊司令、海軍軍令部長等高階官員指
出，美軍正密切關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但並非因為冷戰老對手帶來的威脅，而是強大
地面武力的嚇阻效果、部隊戰力比數量更重要
、現有國際秩序遭破壞的後果等教訓，將成為
因應中國大陸威脅的關鍵。

美國 「海軍聯盟 」 （Navy League）的
「海、空、太空博覽會 」 （Sea-Air-Space

Exposition）4日至6日於馬里蘭州舉行，大量
美國現役軍官和工業界人士出席。美國陸戰隊
司令柏格（David Berger）上將在該博覽會上
表示，烏克蘭戰爭驗證了一件事，那就是需要
一支非常強大的地面部隊，才有辦法在歐洲嚇
阻俄羅斯；故在以海洋環境為主的印太區域，

就需要一支非常強大的陸戰隊來嚇阻中國大陸
。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吉爾戴（Mike Gilday）上
將則指出，俄羅斯於烏克蘭遭遇的挫敗，更堅
定了海軍退役老舊船艦、將資金投注於新技術
的想法，呼籲外界不要繼續執著於海軍艦艇的
總數，應重點關注實際戰力： 「看看普丁
（Vladimir Putin）在烏克蘭周邊部署的125個
營級戰術群，那可不是我們想要的成果。」

另外，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
理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認為，對現有國際
秩序的尊重崩潰後會發生什麼事，烏克蘭就是
典型的例子，而中國大陸也正追求不同於以往
的區域秩序；因此吉爾戴指出，美國海軍必須
維持於印太區域的存在，以限制中國大陸對台
灣等的活動。

俄羅斯侵烏3大教訓 美軍：能用來對付大陸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今天表示，如果中國如同
某些人擔心的對台灣採取侵略行動，美國準備對
中國實施制裁，就如美國與盟友如今針對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的制裁。

美聯社報導，葉倫（Janet Yellen）出席聯
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聽證會說明對俄羅斯的制裁時，針
對議員提問作上述表示。

她說： 「我認為在俄羅斯這個案例，我們已
證明我們能做到。我想大家不應該懷疑我們在其
他情況下也能夠下決心採取同樣作法。」

據路透社報導，葉倫也表示，美國正和盟邦
密切合作，以期能夠針對台灣可能面對的威脅作
出恰當回應，中國不應懷疑美國動用制裁工具的
決心。

美財長葉倫：陸若侵台 美國準備實施制裁

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CS）主席米利
（Mark Milley），還有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周二出席眾議院軍事委員會（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聽證會。米利甚
至強調，世界變得更不穩定，而國際爆發重大衝
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並不是減少。

據CNN新聞網5日報導，他們在自從俄羅
斯侵略烏克蘭以來首度出席的聽證會中說，來自
中俄的威脅依舊嚴重。此外，他們也為美國因應
俄烏戰爭的方式，以及美國送武器到烏克蘭辯護
。

米利說，他從軍42年來，俄羅斯侵略烏克
蘭是歐洲，甚至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最大威脅。
不過，他也強調，看到全世界都支持烏克蘭，令
人感到振奮。米利指出， 「如今我們正面臨中、
俄兩個各具強大軍力的全球大國，而兩國都打算
徹底改變當前基於全球秩序的規則。」

民主共和兩黨在這場聽證會中，都把焦點放
在提供武器給烏克蘭上，並問他們，由於基輔不
斷要求增加戰力，是否還有更多能做的。眾議院
軍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Adam Smith）便說，
委員會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怎樣能做得更多。
「我們要怎樣確保竭盡全力，以協助他們。」

而委員會中的共和黨議員羅傑斯（Mike
Roger）說，為了威懾俄羅斯，他會支持美國在
諸如波蘭，還有波羅的海等北約（NATO）東歐

成員國設置永久性基地。至於米利則說，他會支
持設置永久基地，但認為美軍該採輪調的方式，
以免增加搬家，還有設立學校等費用。

而奧斯汀說，北約仍在討論要如何加強在東
歐刷存在感。他強調，如果北約認為適合改變部
署區，那美國自然會參與。

有好幾位共和黨議員問米利和奧斯汀，美國
是不是未能威懾俄羅斯總統普丁，阻止他攻打烏
克蘭。但米利回答，除非美軍從烏克蘭部署，否
則他並不認為，華府能阻止這位克宮強人。然而
，他也表明，要是有人提案，他會建議別這麼做
。

「老實說，不承諾美軍部署烏克蘭是正確的
，我不確定他能被威懾。長久以來，這一直是他
的目標，」 米利說， 「我認為要遏阻普丁侵略烏
克蘭—由美國來遏阻，將需要美軍投入。但我認
為，那會要冒著和俄羅斯爆發武裝衝突的危險，
而我當然不會建議這樣做。」

此外，米利坦承，靠制裁來在阻止侵略的紀
錄很差，但也表示，這成功讓俄羅斯為侵略付出
重大的代價。而奧斯汀稍後說，要是當初美國派
兵到烏克蘭去，和俄軍交戰，那將是截然不同的
故事。不過，他們決定，為了正確的理由不這麼
做，而他支持這些決定。此外，他說，不想推測
中方領導階層從俄烏交戰中，可能如何推斷攸關
台灣的事務。

美將領曝中俄威脅嚴重世界大戰可能性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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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腸痛悔當新冠大流感 至親疫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5日清
明節代表特區政府向新冠疫情離世
者表示深切哀悼，並向其家屬和親
友致以最深切慰問。她亦感謝“香
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發動六
宗教，包括佛教、天主教、孔教、
伊斯蘭教、基督教和道教製作“悼
亡慰生儀禮”視頻並在5日啟播。

林鄭月娥表示：“2022年剛
過了3個月，香港經歷了新冠疫情
自 2020 年初在全球爆發以來最
嚴峻的局面，為市民帶來了焦
慮和失去親人的傷痛。特區政府定
必繼續竭盡所能，與社會各界攜手
合作，用好中央大力支援，盡快穩
控疫情。”

重點放在“三減”提升抗疫能力
面對傳播力極強的Omicron變

異病毒株，第五波新冠疫情來得既
急且猛，在2月初農曆新年後更急
速惡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超過
8,000人離世，當中逾九成為65歲
或以上的長者，令人傷痛。

特區政府自3月初因應疫情變
化，並參考中央援港抗疫內地專家
意見，將抗疫工作的階段性重點放
在“三減”“三重”“一優先”，
即全力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
感染；處理一些重點人群、重點場
所、重點機構；而且以長者為優
先。特區政府已竭力全方位提升抗
疫能力，用好中央支持，收治及救
治新冠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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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新冠肺炎海嘯式席捲全港，截至5日吞

噬8,136條寶貴性命，別人眼中這是一組數字，但

死者家屬眼中這卻是錐心泣血的痛，甚或是一生

的遺憾。清明時節，這種痛更是痛徹心扉，非當

事人難以體會。香港文匯報5日追訪兩名家屬，有

人至今仍未能接受至親離世的事實，5日清明節，

凝望亡父的遺照，冷不防男兒淚偷偷淌下，最令

家屬自責的是他們低估病毒殺傷力，一直沒有讓

父親接種疫苗，以致病毒感染，“起初以為確診

不過是患了一場大感冒，但父親確診3天就喪命，

好可怕。”另一名死者家屬最難釋懷的是至親彌

留之際，未能親身道別。新冠非大流感，疫症面

前，生命脆弱而渺小。這些家屬盼再無家庭承受

這種撕心裂肺的悲痛，將悲傷化力量，呼籲各界

致力“動態清零”，為年老家人接種疫苗，遠離

病毒，戰勝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文森）第
五波疫情至今，香港共8,136名新冠病人離
世，病死率約為0.7%。

由香港立法會議員、牧師管浩鳴發起的
“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發動六大宗
教包括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蘭教、基督
教和道教，製作“悼亡慰生儀禮”影片，5日
早上9時在網上播出，以悼念染疫離世者，望
他們安息，並盼生者節哀並得安慰，患病者和
廣大市民得到祝福和鼓勵，加添信心和力量戰
勝疫情。

六大宗教各自製作了影片，其中佛教舉
行了線上超度法會；天主教為亡者祈禱；孔
教舉行祭亡慰生儀式；基督教為亡者頌唱詩
歌加以追思；伊斯蘭教唸誦《古蘭經》章節
及祈禱；道教則作慰生上表及悼亡功德。

各個宗教代表亦在影片中發言，慰問失
去親友的市民，冀他們好好保重、好好生
活，珍惜生命、珍惜身邊人。他們亦強調，
病毒無情，但人間仍有溫暖，呼籲大家齊心
抗疫，謹守防疫措施，配合醫療政策，使到
香港早日恢復正常秩序，疫情早日消除。有
宗教代表亦提醒市民騰出時間與家人、朋友
相處，並支援有情緒困擾者。

衞生署設熱線支援遺屬
另外，除了生理健康，市民的心理健康

都非常重要。有團體開通心理輔導熱線，最
近一個月接獲173名市民在心理方面求助，有
近14%求助者甚至出現自殺傾向行為。

香港衞生署亦針對痛失家人的人士特別
設立“哀傷情緒支援熱線”，服務維持至本
月底，有精神健康及情緒困擾的市民可以致
電熱線，將由衞生署臨床心理學家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支援和解決方法。

六大宗教製片
悼亡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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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勾起梁先生對亡父的思念，“前塵往事不斷在腦
海盤旋。”他看着父親遺照，忍不住流下男兒淚。“我爸爸雖
然已經92歲，但一直身體健壯，閒來最愛到酒樓嘆一盅兩
件，但現在我哋再也無法一齊去嘆茶……”思念之外，他還十
分後悔當初沒有安排父親接種疫苗。“如果能打至少一針，我
想即使爸爸染疫後，重症的機會也會大減。”

他表示，一切來得太突然，至今仍未能接受父親已不在身
邊的事實。他的家庭巨變發生在2月農曆新年前，有晚突然發
現父親面色發紫，送院後因為病毒檢測呈陰性，但肺部“有
花”，被診斷為一般性肺炎，“初時仲慶幸爸爸不是患新冠，
以為留院幾日便無事，還一度病情好轉，不用借助呼吸機維持
生命，於是醫生建議轉送療養院。豈料轉院一天後，傳來醫生
的急電，說爸爸不能呼吸，要急送回公院。”

醫院禁止探視 手機直播彌留
經醫生一驗，原來梁父確診了，肺功能極衰弱，需完全借

助呼吸機，梁先生悔不當初說：“爸爸一路沒打針，可能因此
抵抗力較差，一確診就相當嚴重，醫生已暗示，佢未必捱得到
這關。”他最初還期盼有奇跡出現，沒想到再次入院3天後，
父子倆便陰陽相隔，當晚護士深夜來電，說梁父心跳率急降至
30多下，體內的新冠病毒量也極高，“醫生話，爸爸今晚就會
走！”他聽罷幾乎崩潰： “因為疫情一直無法去醫院探病，
想見爸爸一面都難，每次只能被動地等醫生來電告知最新病
情。如今連臨終都唔可以送到最後一程，點講我都接受不
到！”

醫護也體恤家人的悲痛，提出用手機作直播，讓家人隔住屏
幕陪伴梁父直至心跳停頓。梁先生透過手機看着父親陷入昏迷，
無論他如何出力呼喚，監察生命指數的讀數不受控地急降。最
終，這個“告別的直播”播足兩小時，直至時鐘停留在凌晨1時
30分，梁父沒留下一句遺言便離世。如果時光可以重來，梁先
生表示一定會及時帶爸爸打疫苗，“當時有想過只要爸爸減少
出家，不打針也無所謂，也以為即使染疫也不過像感冒般病幾
天便會好，沒想到染疫後可以病得如此急！”

最令家人難以釋懷的是，在疫情大爆發下，殯儀館明言不
接收確診先人設靈，除非加多一萬港元消毒費。最終，家人只
能在醫院殮房對開的小角落作簡單告別，“在申領遺體時，院
方害怕病毒傳播，只准兩名家屬瞻仰遺容，我們親人眾多，我
無份瞻仰，連最後一面也見不到，成為我們一生最大的遺
憾。”他表示，不想再有家庭承受這種傷痛，希望藉着訪問傳
遞一個訊息：“別當新冠是新型流感，它可以殺人於無形，大
家防疫不能鬆懈！”

若爸爸至少打一針
也不會走得如此急

“原以為有足夠心理準備接受父親的
離去，但當看見他由睜開雙眼向家人揮
手，到手部停止郁動、眼皮慢慢下垂至完
全閉上眼睛、再沒有呼吸及心臟停頓那一
刻，真的無法接受！我很掛念他、很不捨
得他離開，還有很多話要對他說！”楊文
達85歲的父親是八千多名新冠死者之一，
楊文達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父親離世至今約一個月，對他的思念
一直揮之不去。他以“過來人”的身份指
出，Omicron可說是“避無可避”，呼籲
大眾切忌因疫情稍稍放緩而鬆懈，必須保
持警惕，做足防疫措施，不希望再有家庭
承受疫魔奪走親人的打擊。

居家隔離父氣促 入急症室睡走廊
楊文達表示，父母本已移居廣東中山

養老，自2020年初內地爆疫後，他擔心父
母一旦染疫，無法照顧對方，遂即時接他
們回港。礙於家居環境擠迫，父親居於楊
文達家中，母親則在楊文達胞弟家中住。

上月初，楊文達、楊父、一對子女及

外傭先後快測呈陽性，只有楊妻並無染
疫。當時全港每日有數萬人染疫，他們一
家未獲安排到隔離設施，私家醫院亦拒絕
收症。居家隔離期間，楊父突然氣促遂報
警求助，上月8日被送往將軍澳醫院，
“當時他的含氧量已經很低，且仍要在急
症室的走廊等候入院，後來在走廊獲安排
一張床，且不用等太久便有病房。”

楊父留院兩星期，楊文達每天也獲院
方告知最新病情，惜上月22日楊父仍不敵
病魔離世，護士借出手機及腳架，用
WhatsApp直播楊父撒手人寰前3小時，讓
所有家人一起在線上陪伴其走完人生最後
一程。楊父遺體的病毒檢測呈陰性，殯儀
館願接收遺體，順利進行安息禮，告別儀
式治療家屬的哀痛，“能讓爸爸有一個完
整的送別儀式，更可化妝及讓親友瞻仰遺
容，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安慰吧。”

疫情放緩莫鬆懈 家有老幼尤警惕
他指出，父親去年11月已完成接種三

劑疫苗，一家人包括外傭亦已接種疫苗，
最終仍難逃厄運，顯見Omicron可說是
“避無可避”，“我爸爸雖已85歲，但本
身除了有少許高血壓及曾有少許肺積水
外，身體十分壯健，不需長期服藥，行得
走得，一個人出街都無問題。”

近日疫情雖然稍稍放緩，香港亦累計
逾百萬人染疫，或令許多人放下戒心。但
楊文達呼籲大眾尤其是未曾染疫者切忌鬆
懈，尤其是家中有長幼等高危群組更要特
別小心，“這個病不是那麼簡單，中招時
我覺得就好像喉嚨插了十把刀，即使如今
已經康復，喉嚨依然有不適。”

個 案 一

個 案 二

八旬老父行得走得
奧毒襲來撒手人寰

◆◆在新冠疫情下在新冠疫情下，，梁父的喪禮只能一切從梁父的喪禮只能一切從
簡簡，，部分家屬未能見最後一面部分家屬未能見最後一面，，終身遺憾終身遺憾。。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楊文達與父親去年12月飲茶時的合影，
當時年過八旬的父親仍很健康。

受訪者供圖

清明時節淚紛紛 港五波吞噬八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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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赴吉林救治組專家：輕型或普通型易轉重症 轉陰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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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2日吉林市本輪疫情發生以來，累計報告
新冠肺炎感染者近2.5萬人，其中大部分為

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佔比97.5%。

重患需呼吸機支持呼吸
國家赴吉林醫療救治組專家、四川大學華西

天府醫院院長康焰告訴記者，按照分級分類集中
收治的原則，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進行集中
隔離管理，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和有重型
高危因素的病例集中收治於吉林市中心醫院等定
點醫療機構。

據介紹，截至4月3日，吉林市中心醫院收治
的患者中累計重型50名、危重型35名。目前仍有
10名患者需氣管插管機械通氣，即需要有創呼吸
機（需經口、鼻氣管插管，必要時需要把氣管切
開做人機連接）支持呼吸。

免疫力低人群受威脅更大
“由國家專家組專家駐點指導定點醫療機構

規範開展診療，將重型、危重型病例全部收入重
症監護病房治療，按照多學科協同、‘一人一
策’的原則救治重症患者，最大程度提高治癒
率、降低死亡率。”康焰說。

“新冠肺炎造成的損害與患者基礎疾病造成的
損害疊加，是導致患者病情惡化的重要原因。”康
焰針對吉林市救治情況分析表示，奧密克戎變異株
對高齡患者、合併嚴重基礎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具有
嚴重威脅，特別是對於長期臥床、血液透析患者等
基礎情況差、免疫力低的人群威脅更大。

尿毒症患者感染比例較高
國家赴吉林醫療救治組專家、廣州醫科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桑嶺介紹，吉林市
本輪疫情中尿毒症患者感染比例較高，從目前診治
情況看，此類患者的肺炎表現重，轉陰時間長，與
患者的基礎性疾病疊加後容易發展為重型和危重型。

國家赴長春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哈爾濱醫
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長于凱江介紹，長春市本
輪疫情發生以來至4月3日18時，新冠肺炎感染者
16,312名，其中普通型患者411名、重型患者42
名、危重型患者2名。

“一些有基礎疾病的患者，剛來時是輕型或普
通型，但後來出現了轉型，病情加重。”于凱江說。

重症患者中接種比例偏低
在吉林醫藥學院附屬醫院，本輪疫情累計收

治了124例陽性的尿毒症透析患者。
桑嶺告訴記者，這些患者的疫苗接種率僅為

11%。由於大部分患者未接種疫苗，且免疫力低
下，導致患者中重型和危重型佔比15.3%，顯著高

於普通人群。
康焰介紹，吉林市中心醫院收治的重型和危

重型患者，呈現出高齡、疫苗接種比例低、基礎
疾病重等特點。完成2針新冠滅活疫苗接種的人佔
比約15%，顯著低於普通人群。

“從吉林市疫情來看，要保護人民群眾的健
康權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十分必
要。”康焰說，同時應繼續加強疫苗接種，重症
救治資源前移，實現重症患者早發現、早干預。

Omicron疊加基礎疾病
嚴重威脅高齡等患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內

外疫情數據顯示，奧密克戎（Omicron）

變異株的傳播速度快、隱匿性強，重症

患者比例相對低。但是否如一些人所說

的“零重症”“流感化”？奧密克戎變

異株的危害性到底如何？國家赴吉林醫

療救治組專家日前接受記者採訪，結合

吉林省吉林市、長春市兩地感染者救治

情況，作出解讀回應。專家以吉林市收

治重症患者醫院的數據為例指出，醫院

收治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呈現出高

齡、疫苗接種比例低、基礎疾病重等特

點。完成2針新冠滅活疫苗接種的人佔

比約15%，顯著低於普通人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
海疫情發生以來，已累計報告陽性感染者超過7.3
萬例。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顧洪輝表示，上海正積極籌措救治床位和隔離房
源，已新建投用了一批方艙醫院，目前救治床位
總數約4.77萬張，還有3萬張床位即將投入使用。
官方通報指，當地在本輪疫情中首個投入使用的
世博展覽中心方艙醫院自3月26日啟用以來，首
批陽性感染者於4月3日出院，更有患者在隔離期
間成為了方艙志願者。

陽性不可怕 防護要謹慎
市民王先生與太太在核酸檢測中發現陽性

後，被分別送至世博方艙醫院和嘉定區進行隔
離。最開始，王先生非常焦慮，不僅擔憂家中母
親以及8個月的孩子會被自己感染，亦對未來的方
艙生活有些擔心。“幸好母親沒事，能夠照顧自

己和孩子，方艙醫護的照顧也讓我安心了。前兩
天降溫，醫務人員還給我們每人發了條毛毯，很
暖心。”王先生說。在隔離期間，他還和同事分
享了自己的隔離體會，“核酸陽性不可怕，要坦
然面對，但從防護上要心存畏懼，要小心謹
慎。”3日，王先生正式退“疫”，與家人團聚。

無症狀感染者成方艙志願者
蔣先生是首批入住方艙的無症狀感染者，看

到方艙內醫護人員忙碌的身影，蔣先生希望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便報名成為了一名方艙志願
者，在方艙內幫助做一些簡單工作如餐食分派
等，甚至帶動了另外的患者加入志願者隊伍。他
說，“在這裏生活了一周，很感謝醫護工作者的
付出。”據仁濟醫院醫療隊醫療專家組組長蔣捍
東介紹，此次出院標準是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為指導意見，患者經

過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結果呈陰性；且採樣時間
至少間隔24小時；連續3天無發熱且呼吸道症狀
明顯改善，符合以上條件的患者方可出院。

世博方艙主要收治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和
輕型病例。截至4月3日，共收治7,157例新冠肺
炎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僅3月26日當天，
仁濟醫療隊一次性收治了2,600多名來自上海全市
各地的病人。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
小組辦公室主任顧洪輝表示，上海正積極籌措救
治床位和隔離房源，各區也積極挖潛增量，選取
符合防疫條件的賓館酒店、體育場館、會展中
心、培訓中心等場所，建立臨時中轉隔離管理點
62處，邊篩查、邊轉運，全力提高轉運效率。而
在完成全市核酸採樣後，截至4月5日8時，上海
共採樣達2,566.5萬人、242.7萬管，已完成檢測
192.5萬管，其餘樣本還在檢測中。

上海首個啟用方艙 九天後有康復者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張
聰 北京報道）世界衞生組織網站日
前發布《世界衞生組織中醫藥救治
新冠肺炎專家評估會報告》（以下
簡稱《報告》）指出，中藥能有效
治療新冠肺炎，降低輕型、普通型
病例轉為重症，縮短病毒清除時
間，改善輕型和普通型患者的臨床
預後（根據病人當前狀況來推估未
來經過治療後可能的結果）。報告
同時鼓勵成員國可考慮中國形成並
應用的整合醫學模式，即中西醫結
合模式。

服用中藥 患者恢復時間更短
據了解，與會的21名國際專家

來自世衞組織的6個區域，包括5名
世衞組織專家顧問小組成員，世衞
組織合作中心的8名代表，世衞組織
草藥國際監管合作組織的3名成員，
中國中醫科學院院士。此次會議評
估了三份關於中醫藥和新冠的報
告，即中國國家專家組提供的臨床
應用、研究和循證評價報告。循證
評價報告側重於報告結果以及12項
已註冊並發表的隨機對照試驗。
評估會上，中方專家展示了中

醫藥報告的臨床研究基礎。專家介
紹，截至2022年3月，中國臨床試
驗註冊中心（世衞組織國際臨床試
驗註冊平台一級註冊機構）已有859
項中國新冠臨床研究註冊，其中213
項與中醫藥相關。在考慮到輕型病
例的研究中，106項研究了中藥對發
燒的影響，103項評估了中藥對咳嗽
的影響，94項考慮了中醫與疲勞。
還有一個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的例
子，該試驗納入了中國9個省份23
家醫院的284名患者，給予中藥膠囊
（連花清瘟膠囊）治療。據報道，
總體來看，與未給予中藥干預的患
者相比，服用該藥的患者症狀恢復
時間更短。

中藥有助縮短核酸轉陰時間
此外，21項研究表明，中藥有

助於縮短核酸轉陰時間；另有43項
研究表明，中藥能夠減少非重症患
者轉重的比例。與這一發現一致的
是，另一項非盲、集群隨機試驗納
入了408名輕型患者，並用另一種中
藥顆粒劑治療，降低了患者轉重的
可能。在整個研究中，未發現與中
藥相關的嚴重不良事件。
三天會期後，經過討論，與會

國內外專家形成結論：根據臨床相
關結局指標，納入研究的中藥對治
療新冠肺炎有益，特別是對輕型和
普通型病例。數據表明，中藥對降
低輕型、普通型病例轉為重症病例
有益；對輕型和普通型病例，與單
純的常規治療相比，納入研究的中
藥作為附加干預措施時，可以縮短
病毒清除時間、臨床症狀緩解時間
和住院時間；同時，有令人鼓舞的
證據表明，盡早使用中醫藥能讓輕
型、普通型患者有更好的臨床預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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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 3 月 15
日，在吉林省長
春市新冠肺炎定
點救治醫院，醫
護人員在與患者
交流。

資料圖片

◆國家赴吉林醫療救治組專家稱，以吉林省吉林市收治重症患者醫院的數據為例，醫院收治的重型和危
重型患者，呈現出高齡、疫苗接種比例低、基礎疾病重等特點。圖為3月15日，吉林市工作人員為民眾
進行核酸檢測採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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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万象

助推文艺发展

电视本身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从黑白到
彩色，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科技进步让丰
富多彩的电视节目走进千家万户。“原创+文
化+科技”也一直是文艺节目创作的大方向。国
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说：“数字化和文艺工作者
息息相关，我们要在数字化时代里提前做准
备。”

纵观近年来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节目，从
形态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科技是文艺节目创作的“助手”。不少节目
采用了高科技设备和技术，比如每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晚会普遍采用巨
大的曲面 LED 屏以及 5G+4K/8K 高清转播技术
等，注重从视觉上为观众提供高清晰度、沉浸
式的感官体验，让观众如临其境，沉醉其中。
再如用动画还原建筑桥梁构造、展现地质全
貌、再现人物动作等，让观众一目了然，这种
手法在纪录片和文艺节目中大量运用。

科技成为文艺节目创作的“源泉”。比如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 定位“青春大脑”，
《智造将来》 打造“暖科技”，《我是未来》《机
智过人》《加油，向未来》 等节目的内容涉及机
器人、生活科普、科学实验等，让“引力波”

“云计算”“大数据”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专业
语汇，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游戏、实验走进人们

的生活，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科技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在这些节目

中，科技全流程参与创作、生产和传播，走上
了文艺节目的舞台。比如虚拟人广泛出现在各
大晚会和许多节目中，甚至诞生了首档原创动
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 《2060》。这档节目中，各
种虚拟动漫人物轮番登场，把“未来”拉到当
下，梦幻般的舞台背景、取材自传统文化的服
装道具，非常吸引年轻人眼球。江苏卫视 2022
年跨年晚会通过动作捕捉、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请回“邓丽君”与真人歌手周深
合唱，令许多观众尤其是中老年观众惊喜。

激活传统文化

如何让传统文化以符合现代审美的形态
“活”起来，“动”起来？如何开掘传统文化中
的当代价值，并与当下观众产生精神链接？这
是传统文化题材电视节目面临的两大难点，需
要创作者转变叙事语态，用贴近现代观众特别
是年轻观众的视听语言来讲故事。放眼近年来
备受称道的传统文化题材节目，都能够在这两
方面巧妙破题。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中的 《唐宫夜
宴》，采用 《簪花仕女图》《千里江山图》 等古
代名画的画意为背景，以妇好鸮尊、莲鹤方
壶、贾湖骨笛等文物进行穿插，再加上 5G+AR
技术的运用，让观众感受到盛唐“风吹仙袂飘

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的大美景象和雍容气
度。《中国考古大会》 充分挖掘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AI+VR 裸眼 3D 演播室技术的优长，针对每
座考古遗址量身打造不同的“视+听+触”场
景，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今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元宵晚会节目 《齐天乐》 利用 XR 技
术，将许多有关民乐的历史人物聚集在同一个
舞台上，让观众置身星空之下、山水之中和敦
煌石窟之内，获得震撼心灵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这些节目的成功，说明科技是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活力的重要力量。我们一方面要追
求科技给节目带来的炫酷感，更要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另一
方面，如果没有科技力量的助推，“酒香也怕巷
子深”，好节目不能自动拥有市场空间，更无法
得到年轻人的青睐。

开拓崭新领域

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文艺节目带来了新的气
象。当下，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文艺创作
持续繁荣，“老土旧”的节目模式终将被淘汰，
一批理念新、形式新、技术新的节目必将成为
主流。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将带来更多令人
耳目一新的节目。有业内人士认为，当下科技
与文化已在一些节目中水乳交融，科技对文艺
节目而言不是冷冰冰的、高高在上的，而是已

经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文艺的内容创作中。比如
有的节目加强 VR/AR 技术运用，观众佩戴 AR
眼镜，就可以在真实的 3D 空间中与虚拟对象
互动交流，成为节目的一部分。同时，科技形
象如虚拟人，也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更具人
情味，带有更多人文关怀。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将倒逼创作者加快科
技应用步伐，推动电视科技进步。文艺节目的
创作要实现艺术品质的飞跃，离不开科技的不
断进步。可以说，正是科技进步推动了节目创
意从天马行空到落地实现。比如湖南卫视首位
虚拟数字主持人小漾，就是技术团队通过采集
数百位女性的形象，由 30 多位数字艺术家和工
程师打造的。

科技推动文艺创新，引领文艺潮流。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导演吕逸涛曾对媒体表示，新媒
介、新技术不仅带来了节目制播方式的变革，
而且将成为节目内容和形态创新的内在驱动
力，激发创意灵感，推动文艺作品创新发展。
毋庸讳言，当下有些节目还存在过于依靠科技
而忽视内容创新，或者科技与节目本身未能有
机融合的现象，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一
些虚拟动漫形象也还未能真正体现中国美学风
格，模仿借鉴痕迹较重。这些都需要创作者进
一步把握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坚持以优质内容
为根本，以先进科技为支撑，开拓时代生活和
艺术表现的新领域，展现文艺创新与文艺意蕴
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科技＋文化”新意频出
胡 祥

近年来，科技与文化融合成为电视节目创作的趋势之一。从河

南卫视以《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为代表的“中国节日”系列火

爆一时，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考古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

节目引发热议，再到江苏卫视 《最强大脑》《从地球出发》《2060》

等科技类综艺节目新意频出，科技与文化碰撞出夺目光彩，带给观

众强烈的审美愉悦，让文艺插上了“向未来”的灵动翅膀。

湖南卫视虚拟数字主持人小漾。 百度图片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利用新技术将历史上许多与民乐有关的人物聚集在同一个舞台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利用新技术将历史上许多与民乐有关的人物聚集在同一个舞台。。 百度图片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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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為了幫助打擊休斯頓不斷上升的犯罪
，市議員愛德華·波拉德（Edward Pollard
）宣佈，他承諾向休斯頓員警局提供資金
，以購買車牌閱讀器（LPR）以在整個J

區使用。
安理會成員在對新聞界的評論中說：

「我們希望向犯罪分子發出一個強烈的資
訊，即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們身上。

我們將利用我們掌握的每一種資源，確保
我們這個偉大城市的居民和遊客感到安全
，並且可以工作，生活和娛樂，而不會對
他們的財產或生命構成威脅。

打擊犯罪：指定用於車牌讀取器的資金

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五月舉行 「亞洲餐廳月」 ，系列活
動首波將於4月11日率先推出一個工作營；這是四個資訊性
會議的第一場，將邀請餐廳經營者及餐飲服務業者登記參加
，聽取哈瑞斯縣健康部代表與消防專員的講解，以使自己的
生意符合安全規定。

此活動由亞裔商會及哈瑞斯縣第四區專員Jack Cagle 社
區協助部合辦，限定為餐廳經營者及餐飲服務業者參與。免
費登記於亞裔商會網站 ： asianchamber-Hou.org/restau-
rantseries 此 「使您的餐廳符合規定」 工作營舉行日期時間
為 4月11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地點在 Tracy Gee Communi-
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ive, Houston, TX77042

亞洲餐廳月首波安全工作營活動

亞裔商會供應商多元化課程kick off
休士頓亞裔商會於4月1日在辦公室舉行本季 「供應商多元

化學院」 （Supplier Diversity Academy) 的首次面對面學習課程
。這是針對少數族裔及女性擁有生意的課程，以幫助學員做足準
備以爭取贏得標案，爭取商機。

每季課程為四週時間的網路課程，但第一次為在亞裔商會辦
公室，由授課老師親身與參與學員面對面上課；主要介紹課程大
綱，以及接下來課程重點，並由學員提問進行初步討論。

本次老師由亞裔商會理事Samantha Chapa 擔任，她是孤星
學院供應商多元化的經理，課程內容著重在教導中小企業做生意
並創造機會使學員與其他中小企業相連結。本次課程更請到深受
業內人士推崇的GAP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的總裁Mike
Homma分享心得及經驗。這家公司近年表現優異，在國內及國

際間都爭取到受人矚目的生意合約，而總裁Mike Homma 是亞
裔商會會員，更曾經是供應商多元化課程的學員。

Chapa 首先請參加學員自我介紹，包括製造商、環境評估、
工程、數位展示軟體等各類行業的學員，都想從這項課程內容，
學到關於公司認証、申請、準備競標，以及商業談判的各種資訊
及技巧；其中也有曾經上過課，但願意再次報名參加繼續改進自
己商業技巧的會員學員。

接下來Chapa 就接下來課程將包括的主題分別簡短介紹，
包括公司取得認證、尋求標案、如何申請、如何準備自我介紹及
談判。還有供應商多元化為什麼可以幫助中小企業主尋求生意：
經由介紹新的產品和服務宣傳了創新；提供多管道而得到產品與
服務；在公司已有及潛在買主間驅動價格及服務品質的競爭；使
公司可以有更好機會擴展以適應人口變化現實中急迫的消費者新
的需求。

Chapa 並和現場學員們各自舉例，分享中小企業的商業挑戰
及如何自我改進調整；再談到供應商多元化專員的尋找目標，影
片中受訪專員更明白表示：產品品質一向是最重要考量。也所以
在以優秀的產品品質提供到市場後，如何呈現展示及推動，就是
供應商多元化課程接下去會循序漸進提示教導的內容。

首次面對面課程告一段落，學員們仍意猶未盡繼續與老師

Chapa 及GAP 總裁Homma 討論。Chapa 提醒大家網上課程可
以隨自己時間進行，後段將協助大家製作推銷自己產品的影片，
這也是日後參加競標時，脫穎而出贏得生意的關鍵條件之一。

休士頓亞裔商會希望關於這個課程的訊息，能在更多的社區
人士間傳遞，嘉惠更多中小企業業主。有關於課程的更多問題，
可以連絡休士頓亞裔商會洽詢細節。

曾為課程學員的曾為課程學員的GAPGAP 總裁總裁Mike HommaMike Homma 在課中向學員現身說在課中向學員現身說
法法，，分享寶貴經驗及心得分享寶貴經驗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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