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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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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最高法院已有233年曆史，
並記錄有116次任命，直至今日才任命了一名非
裔美國婦女。凱坦吉-布朗-傑克遜模范傑出，
無懈可擊。 51歲的她既是一名公共律師，又是
美國華盛頓特區最富盛名的法院之一的受人尊敬
的聯邦法官，所有這些都是在美國頂級大學哈佛
大學進行了出色的法律就學之後取得的。

美國總統府發布了凱坦吉-布朗-傑克遜與
總統喬-拜登的照片，拜登挑選凱坦吉-布朗-傑

克遜來接替將於夏季退休的另一位自由派法官史
蒂芬-布雷耶。本週五今天，凱坦吉-布朗-傑克
遜將在白宮與總統和第一位黑人副總統卡馬拉-
哈里斯一起發表講話。而賀錦麗主持了這次歷史
性的投票。民主黨人已經對這個結果感到滿意。
對他們來說，從現在開始，最高法院才將更像美
國。

報導稱，另一廂最激進的共和黨參議員已經
做出承諾。如果他們一方在下一次中期選舉中贏

得多數，他們絕不會讓這樣的提名人通過。像這
樣，也就是像凱坦吉-布朗-傑克遜法官那樣，
他們認為凱坦吉-布朗-傑克遜是最高法院歷史
上最左翼的法官。

報導稱，這是拜登總統的勝利，這是拜登實
踐競選時承諾。這也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因為她
是第一個進入最高法院的非裔美國婦女，象徵美
國平等又邁出了一步。

美史上第一回美史上第一回：：非裔女性將任最高法院法官非裔女性將任最高法院法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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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Yesterday the U.S. Senate
confirmed Ketanji Brown Jackson
to the Supreme Court as the first
black female justice and
validated President Biden’s
promise that he would make the
effort to diversify the high court.

Jackson is 51 years old with nine
years of experience on the
federal court. She was confirmed
with a vote of 53-47, mostly
along party lines, but with three
Republican votes.

In a tweet, President Biden said
that, “We’re taking another
step toward making our highest
court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America.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said, “ This is a
wonderful day, a joyous day and

an inspiring day.”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there were
thunderous cheers and applause
because they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President Biden kept his
promise and marked a new page
in the U.S. judicial system which
has suffered major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We welcome Judge Jackson to
her new position as a justice on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She
also will bear the expectations of
many of us.

We also want to inspire and
cultivate our people to strengthen
their education and encourage
more minority young people to

reach for and attain a higher
status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Until we can improve our

economic condition, then we can
really seek more social justice.

0404//0808//20222022

First Female African AmericanFirst Female African American
Supreme Court JusticeSupreme Court Justice

拜登總統實現他在競選時之諾言而提名非
裔女性出任最高法院法官，週四在參院以五十
三對四十七之票數通過了现年五十一歲的非裔
法官凱坦吉布朗杰克遜，成為史上唯一是非裔
也是女姓的最高法院法官，她將在今年夏天接
替退休的布雷耶法官。

畢業於哈佛大學目前擔任哥倫比亞特區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美國最高法院共有九名
法官。 他們是終身任職，由總统提名，必須得
到參院之批准， 目前該院由六名保守派及三名
自由派組成。

杰克遜法官之出線， 今天在非裔和少數族
裔社區掀起了一陣歡呼和掌聲 ，首先讃掦拜登
總統實现了他的諾言 ，並標誌着美國司法制度
掀開了新的一頁。

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表示 ，這是歡樂重大
和開創性的一天 ，非裔的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
也說，我對此感到激動和自豪。

誠然司法制度在美國遭受到重大挑戰 ，最
近幾年来在全國各地發生的警察執法過度， 對
亞裔歧視和諸多司法不公事件， 已經成為社會
對立的重要因素。

我們欣見杰克遜女士出任這個國家最高司
法機關之法官 ，她也承担着我們許多人的期望
，然而， 司法公正和社會發展並非她能主導。

非裔和少數族裔在鼓舞歡心之餘， 我們還
是要加強教育培養更多人才 ，爭取成為社會各
階層的地位， 尢其是改善社區之経濟條件 ，是
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首位非裔女性最高法院法官首位非裔女性最高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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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俄軍在烏國布查鎮（Bucha） 「屠
殺」平民的影像流出，國際社會同表憤慨，馬
克宏與蒲亭交涉的角色與成果因此遭各界議論
。馬克宏向法媒表示，這工作吃力不討好，但
為和平做準備是他的責任。

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10日登場
，馬克宏總統昨天把握選舉倒數，
接受巴黎人報（Le Parisien）專訪，
並接受6位選民面對面現場提問。

選民提問議題包括購買力、顧問
公司麥肯錫（McKinsey）事件、代
理懷孕、增值稅，當然也有俄烏戰
爭。

自俄羅斯向烏克蘭開戰以來，馬
克宏（Emmanuel Macron）作為斡
旋者，與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outine）舉行逾10次電話交涉，每
次通話至少1小時。

一位選民問馬克宏，蒲亭並不遵
守規則，談判難有結果，是否應該

繼續與之對話。
對此馬克宏表示，打從一開始，法國對蒲

亭的態度就是既不天真也不縱容， 「但（極右
派候選人）雷朋（Le Pen）女士就不一樣了，她
依賴蒲亭先生與其政權的金援」。

他說： 「和他對話是我的責任，我們需要
。我不會停止交涉，這讓我們得以作為談判者
，透過與他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
myr Zelensky）對話，能推進談判。」

馬克宏指出，到了未來停火並重建和平的
時刻，會需要 「擔保人」的存在，而法國願意
作為擔保人之一。

馬克宏強調，每次與蒲亭交涉前，他都會
告知澤倫斯基，而澤倫斯基也要求繼續與蒲亭
對話， 「他需要我這麼做，因為他無法和蒲亭
對話」。

同時馬克宏表示，他曾提議在烏克蘭東南
部城市馬立波（Mariupol）展開人道行動，但被
蒲亭 「明確拒絕」。馬克宏揭露，俄羅斯政權
會選擇哪些人可以逃出，並帶往俄國。蒲亭拒
絕人道走廊，使他們遭到 「外交孤立」。

他指出，與俄羅斯總統對話的這個角色
「吃力不討好」。 「每次討論我都感受到犬儒

主義，讓人很不愉快；但這是我的責任。儘管
可能5月中之前都看不到出口，但準備明日的和

平還是必須的」。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奇（Mateusz Morawiecki

）4日在記者會中質問馬克宏與蒲亭多次通話，
卻毫無成果，更怒斥 「沒有人會與希特勒談判
」。

馬克宏在專訪中駁斥莫拉維茨奇此番言論
非常 「可恥」。他批評莫拉維茨奇是極右派的
反猶太主義者，還禁止LGBT（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者），還因法官懲戒機制被歐盟執行
委員會祭出罰款。

另外，俄軍重心移往烏東。俄羅斯軍隊今
天發射火箭，攻擊烏克蘭東部正在撤離平民的
克拉莫托斯克（Kramatorsk）車站，導致逾30人
死亡。

對此，馬克宏今早在RTL電台的專訪中指
出，蒲亭會集中攻擊烏東頓巴斯（Donbass）地
區，企圖在5月初獲得勝利，因此接下來幾週恐
怕將有苦戰。 「對俄國而言，5月9日是全國節
慶，有軍事重要性；對蒲亭來說，5月9日應該
成為勝利日」。

堅持與蒲亭對話
馬克宏：吃力不討好但必須

日相宣布追加制裁俄國5措施 禁輸入煤炭伏特加
(本報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在各

地的殘虐且不人道行為，犯下不能容許的戰爭罪，對俄追加5項
制裁，禁止俄國煤炭、木材與伏特加等進口，禁止新增對俄投資
等。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岸田今天在記者會上表示，
俄羅斯殘虐且非人道行為不只發生在烏國首都基輔附近的布查鎮
（Bucha），烏克蘭其他各地也陸續發現。俄國至今殺害平民、
攻擊核電廠，多次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規，犯下不能容許的戰爭

罪。
岸田表示，對於俄羅斯的殘忍行為必須嚴加問責，日本支持

國際刑事法院（ICC）搜查與聯合國進行獨立調查，日本將提早
支付ICC會費以支援搜查。

另外，岸田基於七大工業國集團（G7）的領袖聲明，宣布
日本對俄國追加5項制裁。

具體內容包括禁止俄羅斯煤炭進口；下週起禁止俄國機械類
、部分木材、伏特加進口；禁止新增對俄投資；凍結俄國最大金

融機構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及第4大金融機構阿爾
法銀行（Alfa Bank）資產；以及追加對俄軍相關人士、國會議員
等近400人，和約20個軍事相關團體凍結資產。

在禁止輸入俄國煤炭方面，這是首個牽動日本能源供給的制
裁措施，岸田說，將盡速確保替代來源，階段性減少進口；在能
源方面將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為避免夏季與冬季電力緊迫，將
盡可能活用核電與再生能源。

潑水節後疫情若平穩 泰國5月擬取消入境PCR檢測
(本報訊)受到來自周邊國家的開放壓力，泰國打算進一步在

5月取消旅客入境落地的PCR核酸檢測。泰國疫情指揮中心原則
上同意但尚未批准，將視潑水節後的疫情狀況做最後決定。

為了吸引外國遊客赴泰旅遊，泰國去年11月開始實施完整
接種疫苗旅客入境免隔離的Test and Go計畫，並隨著疫情趨緩
而不斷放寬規定。

今年4月1日起旅客赴泰登機前不再需要出示PCR核酸檢測
，完整接種疫苗旅客入境落地後須進行PCR核酸檢測，陰性即

可自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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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接種疫苗的旅客入境除須進行PCR核
酸檢測，還須隔離5天。

但隨著鄰近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等也逐漸開放，
泰國爭取國際旅客的壓力倍增，公共衛生部疾病管制署向疫情指
揮中心提案，希望從5月起取消旅客入境落地的PCR核酸檢測，
改以ATK快篩取代，盼簡化流程增加旅客赴泰意願。

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舉行全體會議，指揮中心發言人塔維辛

（Taweesin Visanuyothin）在會後記者會中表示，指揮中心原則
上同意但尚未批准這項提案，是否正式批准要取決於宋干節
（Songkran）後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狀況。

塔維辛表示，宋干節後疫情指揮中心將再開會確認是否5月
起以ATK快篩取代旅客入境PCR核酸檢測，屆時還將討論是否
再簡化旅客入境泰國的申請文件、是否降低保險保額以及是否縮
短未接種疫苗旅客的隔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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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男子接種90針新冠疫苗
出售接種卡被抓

綜合報導 德國一名60歲的男子接種了數十次新冠肺炎疫苗，以便

向不想接種疫苗的人出售帶有真實疫苗批號的僞造疫苗接種卡。

據報道，這名來自德國東部城市馬格德堡的男子在東部薩克森州的

疫苗接種中心接受了多達90次新冠肺炎疫苗，直到本月刑事警察將他抓

獲。按照德國的隱私規定，這名男子的姓名沒有公布。

這名嫌疑人沒有被拘留，但正在因未經授權發放疫苗接種卡和僞造

文件而接受調查。他連續兩天在薩克森州艾倫堡的一家疫苗接種中心接

種新冠肺炎疫苗時被發現。警方沒收了他的幾張空白疫苗接種卡，並對

他提起了刑事訴訟。

目前還不清楚來自不同品牌的約90針新冠肺炎疫苗對該男子的個人

健康有什麽影響。近幾個月來，德國警方進行了多次與僞造疫苗接種卡

有關的突襲。許多否認新冠肺炎的人拒絕在德國接種疫苗，但同時希望

擁有令人垂涎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卡，使人們更容易進入公共生活和餐

館、劇院、遊泳池或工作場所等場所。

幾周來，德國的感染人數一直居高不下，但許多遏制疫情的措施于

上周五結束。在雜貨店和大多數劇院，戴口罩不再是強制要求，但在公

共交通工具上仍是強制要求。

在德國的大多數學校，學生也不再需要戴口罩，這導致教師協會警

告課堂上可能發生的衝突。德國教師協會的負責人海因茨-彼得· 梅丁格

說:“一方面，戴口罩的孩子會被同學嘲笑爲懦夫和過度保護，另一方面

，不戴口罩的孩子也會受到壓力。”他呼籲教師和學生自願承諾，在課

堂上和學校操場上繼續戴口罩，至少在爲期兩周的複活節假期之前。

衛生專家表示，德國最近由奧密克戎BA.2亞型引發的感染激增可能

已經達到頂峰。4月3日，該國疾病控制機構報告稱，一天內新增感染病

例74053例，而不到一周前，每天報告的感染病例爲111224例。

芬蘭扣押價值4200萬歐元俄藝術品
俄議員稱這是偷竊

綜合報導 芬蘭海關證實，當地時間3日，芬蘭方面扣押了三批俄羅

斯的藝術品，總價值超過4200萬歐元。俄議員阿爾舍夫斯基赫稱，這是

偷竊行爲。

芬蘭海關表示，這些俄羅斯的藝術品已被列入制裁名單。由于運輸

成本非常高，芬蘭海關以嚴重行政違規爲由立案調查，並從4日開始展

開國際聯合調查。

俄羅斯文化部表示，俄羅斯博物館參加意大利兩個展覽的一部分展

品在芬蘭邊境被扣押。俄國家杜馬議員安德烈· 阿爾舍夫斯基赫質問稱

：“我們的藏品是不是被劫持了？善于說謊和偷竊的歐洲夥伴撕下了

（僞善的）面具。”

世衛組織：英國發現新重組毒株XE
比奧密克戎BA.2傳播還快10%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稱

，此前英國發現的一種被稱爲XE的重組

毒株已報告並確認了超過600個基因序

列。早期調查表明，與目前全球占主導

的奧密克戎BA.2型毒株相比，該新毒株

的增長率優勢約爲10%，但由于數據樣

本太小，其是否會成爲未來潛在的威脅

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這份報告指出，該重組毒株是奧密

克戎子毒株BA.1和BA.2的重組變異株，

將其命名爲XE。XE最早于今年1月 19

日在英國被發現。英國衛生安全局

(UKHSA)3月25日的通告證實，目前英國

境內已確認637例XE感染病例。

XE並不是首個被發現的重組毒株。

事實上，新冠疫情期間，重組毒株的出

現並不罕見，但絕大多數重組毒株因在

傳播上並不具有優勢而逐漸自然消亡。

然而XE毒株有可能會成爲一個潛在的威

脅。盡管它在英格蘭地區目前感染人數

還不足所有病例的1%，但早期數據顯示

它的傳播速度比起目前傳播最快的BA.2

毒株還要高9.8%。

英國科學家表示，目前還不能確定

它是否具有真正的增長優勢。到目前爲

止，也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得出關于該毒

株在傳染性、致病性或疫苗有效性方面

的結論。

重組毒株是什麽？

重組現象在病毒的變異過程中並不

罕見。以奧密克戎毒株爲例，它在不斷

傳播過程中産生了許多變異子毒株，包

括BA.1、BA.2和BA.3。這些毒株的基因

組非常相似，當一名患者同時感染了2

個或者更多變異株時，導致不同毒株的

RNA在患者體內混合，就會出現重組變

異株。

此前，英國衛生安全局已經測出了3

種重組毒株，除XE外，還有兩種被命名

爲XD和XF的重組毒株。後兩者都是德

爾塔(Delta)和奧密克戎毒株的重組。其

中，XD在英國共確診49例。它“繼承

”德爾塔更多，傳播速度較慢。XF在英

國確診38例，有著BA.1的大部分特性，

但是BA.1的傳播速度低于BA.2，因此傳

播範圍也並不廣。

早在今年3月初，以色列衛生局就

表示境內出現了2例XE感染。但並未引

起廣泛關注，直至近日，英國報告稱XE

變種已有確診病例637例，且還在迅速

傳播。

英國的警報
3月 25日，英國衛生部門在簡報中

指出：英格蘭境內已發現了XE重組毒株

社區傳播的證據，盡管它目前僅占測序

病例總數的 1% ，且XE 的早期增長率

與BA.2毒株沒有顯著差異。但截至2022

年3月16日的最新數據顯示，XE的增長

率比BA.2高9.8%。這一估算隨著新數據

的加入可能發生變化，目前數據樣本太

小，因此還不能確定XE具有更好的生長

優勢

英國衛生安全局首席醫學顧問蘇珊·

霍普金斯(Susan Hopkins)教授在通報中表

示，新冠重組變體並不罕見，特別是像

當前這樣多種變體同時傳播的時候。大

多數情況下，重組變體會相對較快地消

亡，除非它的致病性和傳播優勢特別突

出。

在霍普金斯教授看來，XE毒株顯示

了一個可變的增長率，但還不能確定它

是否具有真正的增長優勢。到目前爲止

，關于 XE傳染性、致病嚴重性或疫苗

有效性方面，都沒有足夠的證據能下定

論。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病毒學家金

冬雁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目

前對XE不需要特別擔憂，但對于重組毒

株，仍需提高警惕。

香港大學醫學院此前曾做過新冠原

始毒株和奧密克戎變異株存活時間的對

比測試：相比原始毒株，奧密克戎和重

組毒株更容易存活下來；研究還顯示目

前所有上市或批准緊急使用的疫苗的有

效性，面對奧密克戎以及重組毒株時均

有所減弱，最好是再次接種加強針或者

期待新一代新冠疫苗的來臨。

此前，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公共衛

生學院流行病學系系主任張作風告訴澎

湃新聞，目前一些對感染者集中隔離的

設施是開放式的，病床間距離小，可能

導致不同突變的多重感染，成爲病毒進

一步突變的溫床。因此建議對密接和輕

症、無症狀病人可采取居家隔離。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了新冠病毒在未

來一年可能演變的三種情形。 世衛總幹

事譚德塞在簡報會上說：“根據我們現

在所了解的情況，最可能的情況是病毒

繼續演變進化，但隨著疫苗接種和感染

帶來的免疫力增加，它所造成的疾病嚴

重程度會逐漸降低。” 但世衛組織也警

告所有國家，千萬不要輕視或低估重組

毒株的危險性。

加拿大醫學專家機構建議
盡快為長者註射第四劑疫苗

綜合報導 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

會發布的一份指引報告“強烈”建議，盡

快爲長者注射第二劑新冠疫苗加強針，也

就是全劑量爲兩劑的疫苗第四針。

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是向加拿大政府

提供各類疫苗使用指導意見的醫學專家咨

詢機構。該委員會建議，在未來幾周內優

先爲居住在社區的80歲以上人士及居住在

長期護理機構等老年人集中場所的人士注

射第二劑疫苗加強針；同時也可考慮爲年

滿70歲的人士接種。

這一建議是在加拿大多地疫情近期再度出

現反彈的背景下作出的。加首席醫療官委員會

對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的分析表示歡迎。

目前加拿大總人口中逾85%的合資格

人士已完成至少兩劑疫苗接種。逾84%的

年滿70歲人士和68%的50至69歲人士已接

種第三劑疫苗。

溫哥華所在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5日

宣布，爲70歲以上長者、長期護理機構居

民和55歲以上的原住民及其他高風險人群

展開第二劑疫苗加強針注射。但該省仍將

按原計劃繼續放寬其他公共防疫措施，包

括在幾天後結束使用俗稱

“疫苗護照”的疫苗接種

憑證等。

多倫多所在的安大略

省也准備宣布其第二劑加

強針實施計劃。該省衛生

廳長透露，將很快爲 60

歲以上居民注射第四劑疫

苗。該省在兩周前取消了

大部分場所的強制佩戴口

罩令，但目前的入院病例

已逾千例，較一周前增長

近40%。

最近半個多月來，加拿大整體疫情正

出現較明顯反彈趨勢。加首席公共衛生官

譚詠詩近日承認，全國日均新增病例數正

在上升，顯示疫情正在重新擡頭。她建議

民衆繼續保持佩戴口罩。在累計報告病例

數分列全國第一、二位的安大略省和魁北

克省，衛生研究機構均在3月底已認爲，

第六波新冠疫情已經到來。

此前，加拿大多個省份已陸續爲公共

防疫限令松綁，包括取消口罩強制佩戴令

、減少或取消室內公共場所人數限制等，

以促進經濟重啓。加聯邦政府也從2月底

開始放寬多項入境防疫措施，由此開啓了

分階段放寬旅行限令的步驟。自4月1日起

，已全劑量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入境時不

再需要提供病毒檢測報告。

加政府目前認可的新冠疫苗包括輝瑞

、莫德納、阿斯利康、強生公司和本土藥

企Medicago研制的疫苗，但強生疫苗因早

前的質量隱患未投入實際分發使用。其余

疫苗均以兩劑爲全劑量。

美國歸還利比亞9件文物
綜合報導 利比亞政府說，

美國政府當天歸還了9件走私

至美國的被盜文物，其中有兩

件公元前4世紀的文物。

據美聯社報道

，這批利比亞文物

包括石像、陶器等

，皆爲盜掘、走私

至美國，如今被交

還給利比亞國家博

物館。其中兩件公

元前4世紀的文物

出土自利比亞東北

部昔蘭尼考古遺址，爲兩尊古

希臘風格的石像。美國駐利比

亞大使館發表聲明說，一尊石

像是戴頭紗的女性頭像，先前

由一名私人藏家收藏；另一尊

是半身像，1998年起由美國紐

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利比亞文物管理部門主管

穆罕默德· 法拉傑· 穆罕默德說

，這批文物不是從利比亞博物

館偷走的，因此利比亞官方沒

有相關記載。

聯合國區域間犯罪和司法

研究所負責人安東尼娅· 瑪麗·

德梅奧說，歸還文物的過程非

常複雜，需要各方大量合作。

利比亞各地博物館曾收藏

大量文物，但在2011年卡紮菲

政權被推翻後，許多文物隨著

國內局勢動蕩遭到洗劫，國內

大量考古遺址也遭盜掘。

昔蘭尼考古遺址曾于1982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遺産名錄。由于缺乏保護並遭

到劫掠，這處遺址2016年被列

入世界瀕危遺産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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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白宮反制俄羅斯總統蒲亭揮軍入侵烏克蘭而
逐步擴大施壓之際，美國國會今天表決通過中止與莫斯科正常
貿易關係，並投票通過將拜登總統禁止進口俄羅斯原油的行政
命令納入法律。

法新社報導，這項立法也針對俄羅斯盟邦白俄羅斯，授權
美國總統拜登對這兩國產品大幅加徵關稅。

拜登上月演說宣布此一舉措，稱俄羅斯須對烏克蘭的血腥
殺戮 「付出代價」，俄羅斯則否認犯下暴行。

美國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指出
： 「蒲亭（Vladimir Putin）絕對須對他在烏克蘭犯下可惡、卑
劣的戰爭罪負責；我們眼見從烏克蘭傳出的影像…邪惡透了。
」

「這讓我們想起人類史上最糟糕的時刻，這是由邪惡的人

蒲亭一手造成；數百平民遭冷血殺害。」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主要原則，所謂的最惠國待遇

、在美國被稱為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要求各國保證
平等的關稅和監管待遇。

美國聯邦參議院今天全票通過的最新貿易制裁措施，使得
目的在切斷莫斯科與世界其他地區經濟和金融聯繫的數輪措施
，達到高峰。眾議院先前通過這項貿易制裁，民主黨議員全數
支持，僅少數共和黨議員投票反對。

這些制裁措施包含俄油進口禁令，此措施拜登已發布行政
命令執行外，還包括查封與蒲亭有關的億萬富豪資產及凍結羅
斯現金儲備。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盛讚這次最新行動，是
美國對烏克蘭支持及對俄羅斯究責承諾 「堅定不移」的象徵。

她聲明表示： 「蒲亭侵略和野蠻的戰爭罪行已震驚全世界
，須以強烈方式回應。」

加總各項措施，已迫使莫斯科處於債務違約的邊緣。
這項立法還包括重新授權馬尼次基法（Magnitsky Act），

藉由禁發簽證和凍結資產等處罰手段對違反人權和貪腐進行制
裁。

美國昨天展開行動阻擋外國對俄羅斯和國營企業投資，並
進一步制裁俄羅斯銀行和高階官員。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告訴國家廣播公司
新網（NBC News），全球懲處已讓俄羅斯經濟陷入 「嚴重衰
退」。

他說： 「我們將見到俄羅斯經濟可能萎縮15%左右。」

將手伸進烏東戰事 美防長承認了

美副國務卿華府會譚德塞
當面籲WHA應納入台灣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7日承
認，美國正持續提供情報，以協助烏克蘭軍方於東部頓巴斯
（Donbas）地區進行作戰。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指出，這是官員首次承認美國於這塊爭議領土的戰事上扮演相
當角色。

根據報導，在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共
和黨籍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詢問，在已被烏克蘭分離主
義勢力控制的頓巴斯或克里米亞（Crimea）地區，美國是否提
供烏克蘭軍方情報，協助其發動針對俄軍的攻擊；奧斯汀確認

，美國 「正為烏克蘭於頓巴斯的行動提供情報」，也未阻止烏
軍發動攻擊，但在回應中並未提及克里米亞。

CNN指出，這是美國官員首次承認，在這塊爭議領土的
衝突中，美國正於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相當角色。在奧斯
汀的言論被公開後，一名未具名的高階國防官員告訴CNN，
美國持續為作戰中的烏克蘭軍方提供各式資訊，部分情報 「幾
乎可說是即時性的」，且隨著戰鬥逐漸轉移至頓巴斯地區，美
國也會進一步調整提供的情報內容和相關程序。

另外，共和黨參議員韋克爾（Roger Wicker）質疑，為何

美國國會已授權為烏克蘭提供價值30億美元（約新台幣868.1
億元）的軍備，但目前卻僅提供了約9億美元（約新台幣260.4
億元）；奧斯汀則表示，美國正以 「比外界想像更快的速度」
向烏克蘭提供軍援，已與北約（NATO）盟友一同提供了約6
萬件反戰車武器和2.5萬件防空武器，但在裝甲車輛、火砲等
方面，美國仍在研究解決方法，因為就算提供美製載具，也會
在烏克蘭官兵缺乏相關訓練下無法發揮戰力。

反制入侵烏克蘭反制入侵烏克蘭
美國會表決終結與俄正常貿易關係美國會表決終結與俄正常貿易關係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訪問
華府，今天與美副國務卿麥肯伊會晤，談論WHO財務與改革
。今年世界衛生大會（WHA）將至，麥肯伊當面呼籲譚德塞
，應讓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第75屆WHA將於5月22日至28日在日內瓦召開。2009年
起至2016年，台灣連續8年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但

因中國打壓，台灣2017年起連5年未能獲邀參與。
美台雙方3月31日召開台灣國際參與高階工作會議，特別

聚焦台灣參與WHA議題。主管管理與資源的美國副國務卿麥
肯伊（Brain McKeon）今天與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
breyesus）會晤，也不忘為台灣參與WHA發聲。

根據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發布的會議摘要，

麥肯伊當面向譚德塞表達，美方致力推動WHA以觀察員身分
納入台灣。

此外，由於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迄
今逾兩年，病毒來源遲遲未有定論，麥肯伊今天也在會中關切
疫源調查，表達美方對此的承諾。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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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88亞洲時局
星期六       2022年4月9日       Saturday, Apri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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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奧
密
克
戎
肆
虐

韓
國
人
獻
血
顯
著
減
少

綜合報導 由于新冠變異株奧密

克戎肆虐，今年以來韓國人獻血量

明顯低于去年同期水平，韓國血庫

儲備堪憂。

韓國《中央日報》援引獻血組

織者的話報道，由于擔憂疫情，不

少韓國人不再去獻血中心；另外，

依照韓國政府相關規定，新冠患者

在康複後4周內不得獻血。

隨著奧密克戎肆虐，韓國疫情

在2月和3月迅速惡化，特別是3月

初以來，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

連續25天超過20萬例。韓國疾病管

理廳數據顯示，截至4月5日零時，

韓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426萬

例。

韓國紅十字會數據顯示，今年1

月至3月，韓國約有52.3萬人次獻血

，比去年同期減少近7萬人次；集體

獻血人次更是下降了約三分之一。

首爾中部一家獻血中心的工作人員說，這家獻血中

心目前日均接待70名有意獻血者，其中約一成因近

期感染過新冠病毒不符合獻血規定。

依照規定，韓國血庫血液儲備量低于3天使用

量時，韓國紅十字會將發布“血荒”警報。截至4

月 4日下午，韓國血庫血液儲備僅能滿足2.8天使

用量，接近標准儲備量的一半，更是遠低于今年

年初可供7.6天用量的儲備水平。從血庫儲備的血

型看，目前韓國僅B型血儲備量達到3.5天使用量，

O型、A型和AB型血的儲備量分別只夠用2.4天、

2.7天和2.6天。

韓政府通過總統府搬遷預算案
將劃撥360億韓元執行

綜合報導 韓國企劃財政

部表示，韓政府6日舉行臨時

國務會議，通過了有關總統辦

公室搬遷計劃預算安排議案。

會議決定，從預算穩定調節基

金中劃撥360億韓元(約合人民

幣1.9億元)用于韓國候任總統

尹錫悅執行遷址計劃。

報道稱，劃撥的360億韓

元包括行政安全部費用176億

韓元、國防部費用118億韓元

、總統警衛處費用66億韓元。

韓國企劃財政部表示，尹

錫悅宣布將總統辦公室遷移至

龍山之後，爲了解決可能會産

生的安全空白問題，韓政府與

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進行了密

切協商，並就分階段搬遷方案

達成了協議。

同日，韓國國防部相關人士

表示，該部將立即准備搬遷，近

期將與搬家公司簽署合同。

此前報道，尹錫悅3月20

日宣布將總統辦公室遷出青瓦

台，搬至位于首爾市龍山區的

國防部大樓。此舉不僅引發韓

國政黨的擔心，也招致韓國民

衆反對，衆多民衆向青瓦台請

願，希望阻止將總統辦公室遷

出青瓦台。與此同時，搬遷所

需的費用也引發質疑。

韓國或為單身人士領養兒童“開綠燈”
綜合報導 韓國內閣批准相關法律

修訂案，允許單身人士領養兒童。預

計修訂案本周提交國會審議，其能否

通過備受公衆關注。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現行民法和

家庭訴訟法均規定只有已婚夫婦可以

領養兒童，而近年來隨著“單人戶”

越來越多，要求修改相關條款、允許

單身人士領養兒童的呼聲日益高漲。

韓國司法部因而著手修訂民法、

家庭訴訟法等法律。根據修訂後的條

款，韓國25歲及以上的單身人士在滿

足特定條件、有能力保障兒童福祉的

情況下，將可合法領養兒童。

韓國內閣5日批准上述修訂案後，

司法部透露定于8日將修訂案提交國會

審議。

韓國晚婚、快速老齡化等社會問

題，導致單人戶顯著增加。2015年單

人戶占全國住戶比例爲27.2%，之後持

續增加，2019 年爲 30.2%，2020 年爲

31.7%。

據韓國統計局去年12月發布的數

據，韓國2020年共有大約664萬單人戶

，占各類家庭總數近三分之一。從年

齡段看，20多歲的戶主占比最多，達

19.1%；其次是30多歲和50多歲，分別

占比16.8%和15.6%。

韓國司法部說：“司法體系作出

的最新調整，一方面反映了單人戶占

比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反映了家庭觀

念的根本改變。”

在相關修訂案中，對潛在領養者

的資格審查較以往更加嚴格。家事法

庭應綜合考慮申請者是否有能力撫養

兒童、是否有充裕時間照顧兒童、生

活條件是否適合兒童成長等多項因素

，然後裁定是否批准其領養申請。此

外，有關部門會安排調查員上門探訪

，以評估具體居住環境。

韓國人口出生率持續低迷。韓國總

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齡婦女生育子

女數，連續四年低于1，其中2018年是

0.98，2019年是 0.92，2020年是 0.84，

2021年跌至曆史新低的0.81，遠遠達不

到爲確保韓國人口穩定所需的2.1。

據韓國統計廳2月23日發布的數

據，2021年韓國人口自然減少5.73萬

人，連續兩年出現自然減少。2021年

，韓國出生人口爲26.05萬人，死亡人

口爲31.78萬人。

馬航一波音737-800客機折返回起飛地！

稱遭遇惡劣天氣
綜合報導 記者從馬來

西亞航空獲悉，4月3日，

從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馬

來 西 亞 沙 巴 州 鬥 湖 的

MH2664航班，由于飛機出

現技術問題，機組人員決

定折返吉隆坡，並于當地

時間當日17時 3分安全降

落在吉隆坡國際機場。南

都記者查詢發現，執飛該

航班的機型爲波音737-800

。同日，馬來西亞民航管

理局表示，將會繼續監測

該次事件的後續情況。

馬來西亞航空表示，4

月3日，從吉隆坡飛往沙巴

州鬥湖的MH2664航班由于

飛機出現技術問題，決定

在空中折返。航司補充道

，航班在飛行途中遭遇惡

劣天氣，爲了乘客安全著

想，機組人員決定返回吉

隆坡，並于當地時間當日

17時 3分安全降落在吉隆

坡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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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廣濟）香港特區政
府優化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擬向清潔工人
和保安員發放合共1萬港元津貼，但必須由僱
主代為申請，港鐵等企業的僱員更不符資格，
只有“三無大廈”的清潔及保安員才能以個人
名義申請。有外判公司疑嫌申請手續繁複，竟
教唆保安員虛報是“三無大廈”的僱員，以符
合個人名義申請的資格。

僱主嫌煩拒絕申請
現年70歲、在一間津貼中學任外判保安

員的譚先生原以為自己不符申請資格，感到有
些失望，後來特區政府將非官校的外判保安及
清潔工納入申請資格後，他即向外判保安公司
詢問，對方卻推搪稱“保安公司受聘於學校，
因此需由學校負責申請”，後來還教唆譚先生
填寫一張供“三無大廈”保安員申請的表格。

譚先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當時
拿到表格也自覺奇怪，心想：“這應該不合規矩

吧？”但毫無辦法的他唯有填寫後交給學校“博
一鋪”，但經校方詢問香港教育局後，發現此路
不通。譚先生說：“是意料之中，但既然政府已
經放寬稱非官校外判保安及清潔工合乎資格申
請，為何外判公司仍不肯申請？”

譚先生本身是教育局官津補私學校職工會
主席。他表示，工會收到不少學校保安及清潔
工反映，放寬條件後仍然無法申請，“大多是
被外判公司拒絕。”譚先生呼籲政府設立機
制，讓合資格但僱主拒絕幫忙申請的打工仔能
以個人名義申請。

任職公立醫院外判清潔員的陳小姐，一直
不知自己是否符合資格，“我哋呢啲基層讀書
少嘅市民，難以理解政府條款，見到清潔工有
份，便走去問，哪知公司根本費事睬我哋，唯
有向工會求助。”陳小姐經過工會幫助了解
到，3月19日政府放寬資格後她便有份，然而
其僱主遲遲未有動靜，直到6日晚才得到公司
消息稱：“已經有了，不用擔心。”

港保安員清潔工盼個人申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廣濟）香港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向合資格企業的清潔及保安
員發放合共1萬元（港元，下同）的津貼，但
受聘於機場、港鐵及私家醫院承辦商的工友則
被拒諸門外。在高鐵站負責安保工作的楊小姐
和陳小姐，因為是港鐵承辦商的僱員，至今未
合資格申請，她們質問：“在高鐵站其他受聘
於政府承辦商的同業就有份，大家都是做同一
樣事情，只是僱主不同，為何要有待遇上區
分？”

楊小姐已在港鐵承辦商服務多年，屬於巡
邏部保安，平時工作範圍主要是巡視高鐵站各
樓層，及周邊範圍。第五波疫情開始後，即使
遊客絕跡，高鐵站的維護工作不能缺少，她們
的工作量不減反增。由於不少同事離職，無論
是安檢還是巡邏的保安都要負責所有範圍工
作，除本職外，還需要巡邏高鐵站周邊所有區
域，甚至要在停車場為送貨的司機提供協助。

楊小姐表示：“雖然沒有遊客，但我們接
觸的人是所有在高鐵站工作的人，以及經過該

範圍的人士，染疫風險可想而知，本人也在2
月份全家中招。”

港鐵外判保安在高鐵站的工作範圍包括1
至5層及外圍區域，有時也需進入禁區，而入境
處及衞生署外判保安員在第五波疫情下，工作
範圍只在2、3、4層禁區（香港及內地關口之間
區域）內，主要負責機器維護看守等工作。即
便在前線的工作如此艱辛，日曬雨淋，拿着
12,000元的最低月薪，楊小姐和陳小姐對工作
本身沒有半點怨言，“辛苦是肯定的，只希望
政府能夠一視同仁對待我們保安，為什麼政府
承辦商的就有資格，港鐵承辦商就不行？”

高鐵保安怨“一站兩制”

◆港鐵承辦
商高鐵站保
安 陳 小 姐
（左）和楊小
姐。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保就業降門檻 資助增120億
撤月薪3萬上限 涵蓋兼職散工和自僱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7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公布經優

化後的“2022保就業”計劃詳情。新方案不但取消了員工3

萬元（港元，下同）或以上月薪不能申請的限制，而且兼

職、散工亦獲4,000元的半額工資補貼，同時亦會涵蓋自僱人士及65歲或以上持有強積金戶口的人

士。除了特區政府、法定機構及公營機構等繼續不符合申請資格外，其餘企業均可申請，補貼上限

為1,000名僱員，而大型超市、私家醫院等“受限企業”則最多只可申請100名僱員補貼。林鄭月娥

強調，僱主獲發的工資補貼必須發放予僱員，不容出現“舞高弄低”的現象，特區政府會透過僱員

的強積金戶口供款作查核。她估計，優化後受惠僱員由130萬人大幅升至174萬人，財政支出則由

310億元增至430億元，增加120億元，政府將於12日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鑑於第五波疫情嚴峻，特區政府決
定繼2020年後再推出“保就業”

計劃。林鄭月娥7日表示，自上月18日
公布“2022保就業”計劃的框架後，已
先後諮詢了工商界及勞工團體等持份
者，並在歸納後於六大方面提出優化措
施，形容新方案屬“完善版”。

大企業受惠增至1000人
她介紹，最新方案將原定受助僱員

的3萬元月薪上限取消，她指這是由於
初創等行業的業務性質令僱員較高薪，
若硬性設定3萬月薪上限，會令該些中
小企未能得到資助。

由於香港去年的經濟復甦情況理
想，部分行業趁該段時間擴張而增聘僱
員，因此優化後的“2022保就業”計劃
決定容許僱主可選擇以去年第四季實際
聘用人數計算補助上限，並按今年5至
7月的實際僱員數目申請補貼，而不一
定要以2020年“保就業”計劃的數據計
算補助人數上限。不過，如不使用
“2020保就業”計劃的數據，特區政府
需重新向強積金受託人索取供款紀錄，
審批過程會較長，預計要額外多四星期
時間才會獲發補貼。

對有意見認為不應為領取工資補貼
設立僱員人數上限，林鄭月娥指出，由
於“2022保就業”計劃希望聚焦中小
企，故仍須設立受惠僱員人數上限，但
水平可寬鬆，經修訂後的受惠僱員人數
為每間企業1,000人。

除了特區政府、法定機構及公營機
構等與2020年的“保就業”計劃一樣不
符合申請資格外，林鄭月娥表示，被用
作隔離或檢疫設施的酒店亦不合資格。

不資助隔離檢疫酒店
至於初步框架時設的企業“剔除名

單”，則會改為“受限名單”，即使屬
名單內行業的企業也可申請，但最多只
能申請100名僱員補貼。即是說，連鎖
超市、主題公園、私家醫院等即使規模
龐大也可申請，但補助的員工人數上限
僅100人。

林鄭月娥舉例說，經修訂後診所、
醫務化驗所，和除總承建商（大判）以
外的建造業，以及只做裝飾維修保養工
程的承建商等均被剔出“受限名單”，
他們可申請資助的僱員人數上限為
1,000人。

對新方案再次容許連鎖超市等大企
業申請補貼，林鄭月娥強調，一個簡單
易明、務求快速發放津貼的“保就業”
計劃，沒可能研究逐家企業有否盈利或
虧損，以及在第五波疫情所受的影響有
多大，但100人的資助人數上限完全沒
有影響對於中小企的援助。

最新方案亦會增設半額資助，讓一
些只打散工或兼職、月薪不足8,000元的
也可申請，但工資補貼金額為一半，即
4,000元。方案亦建議將受惠範圍擴大至
所有擁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以及
65歲以上仍擁有強積金戶口的僱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除了重
推“保就業”計劃外，港府破天荒在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臨時失業支援”
計劃，讓失業或受社交距離措施限制正放取
無薪假者申領一筆過1萬元（港元，下同）
援助，並已於上月23日起接受申請。香港政
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珮玲7日在抗疫
記者會上表示，截至本月6日共收到逾36萬
宗申請，其中失業人士佔70%。政府已完成
第一批申請的檢視，其中約6萬名合資格人
士於8日收到短訊或電郵通知，並於12日起
的一星期內陸續透過自動轉賬收到資助，其
餘申請亦正陸續處理，期望可盡早發放資助
予合資格申請者。

有強金戶口者三成不合格
何珮玲指出，已完成第一批申請檢視的6

萬名合資格人士，主要來自有強積金戶口的申
請人，“由於沒有強積金戶口的申請人要提交
的資料較多，兩個非政府機構亦需要多一些時
間檢視有關申請，已全速審批當中。”

她指出，暫時已處理的申請中亦有不合
資格的申請人，約佔有強積金戶口者的
30%，主要原因是未必符合工作收入的規
定，即去年10至12月的月薪低於2,700元或
高於3萬元；亦有申請人自稱放無薪假，但
並不是被關閉或限制營業的處所僱員。

計劃的截止申請期為4月12日午夜，她
表示，5個服務中心會在最後4天延長服務。

因應近日有不少工會收到會員求助，指
僱主並沒有因他們需要接受檢疫或隔離而給
予有薪病假。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由
於就檢疫或因要接受強制檢測而未能返回工
作崗位，在法律上存在不清晰的地方，加上
就接種疫苗與僱傭關係方面需要更明確的訂
明，政府已於上月向立法會提交了《2022年
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審議。

他提醒僱主，當僱員因確診而需要接受
隔離，僱主理應給予《僱傭條例》下法定僱
員應得的病假，否則可能會因違反《僱傭條
例》而被檢控。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7日公布“2022保就業”計劃優化方案，取消了
員工3萬港元或以上月薪不資助的規限。左為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

◆36萬人已申請臨
時失業支援計劃，
其中6萬人已獲

審批可於下
周 領 取 補
助。圖為招
聘現場。

資料圖片

“2022保就業”計劃六大優化
‧取消月薪3萬港元以上的僱員獲資助的限制

‧容許選擇以“2020保就業”數據或去年第四
季實際聘用人數為合資格僱員人數的上限

‧領取工資補貼的僱員上限為1,000人

‧容許企業由“剔除名單”變為“受限名
單”，可申請最多100人的工資補貼

‧增加4,000港元半資助額以涵蓋兼職僱員及
有參與強積金計劃的臨時僱員

‧擴展範圍至涵蓋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和
65歲以上僱員

資料來源：香港行政長官抗疫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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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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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何佩珊 1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海發布官微消息，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5日至6
日在上海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出席座談
會、調度會，與上海幹部共同研判形勢、解決
問題，並實地察看港口疫情防控和航運運行、
方艙醫院建設使用等情況。

孫春蘭指出，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
以更快的速度、更硬的舉措、更實的作風，不
折不扣落實已部署的各項疫情防控舉措，全力
守護市民群眾安康，確保城市核心功能正常運
轉。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市委副書記、市長龔
正參加相關活動。

據報道，孫春蘭一行來到上海滬東集裝箱
碼頭有限公司，通過視頻察看碼頭實時運行、
工人集中居住點情況，深入了解碼頭防控、冷
鏈物流、貨櫃吞吐量等情況，仔細詢問港口運
行還存在什麼困難，要求壓實防疫主體責任，
嚴格落實閉環管理，在有關部委指導下破解難
題、打通堵點，確保港口航運體系順暢運行。

加快方艙醫院隔離點建設
連日來，上海全力加快方艙醫院改擴建力

度。孫春蘭來到張江醫療產業園、國家會展中
心（上海）等處的在建方艙醫院項目現場，看
望慰問建設者和援滬醫療隊，實地考察建設進
度，了解方艙醫院規模布局、管理人員配備、

工地疫情防控等情況，要求進一步提高建設效
率，改進方艙內部設計，合理優化管理服務人
員配比，千方百計搶工期、搶進度，盡早投入
使用，最大限度提升方艙醫院床位總數和收治
能力。

孫春蘭在相關座談會、調度會上指出，當
前上海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做好各項防控
工作刻不容緩。要周密部署、精心組織，有序
推進新一輪全員核酸檢測工作，優化單管混管
配比，加快混管追陽速度，提升核酸檢測質量
和效率，真正實現風險人員早發現、早管控。
要進一步加快方艙醫院和集中隔離點建設，快
速轉運感染者和密接者，這是打贏疫情防控攻
堅戰的關鍵舉措。要完善數據統計分析，強化

隔離收治資源的統籌調配和精準匹配。要持續
抓好醫療救治工作，堅持中西醫結合、分類施
治，配齊配強醫護力量，持續提升診療水平。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運行
孫春蘭續指出，上海承載着聯通國內國際

兩個市場的重要功能，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運行，保障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核心
功能穩定運轉。要統一疫情防控標準，實施綠
碼和證件通用互認，切實疏通上海周邊省市縣
物流節點，確保物流運輸安全通暢快捷。有關
方面要採取有力舉措，縮短中間環節，提高便
利化水平，提升進出口全流程效率，切實保障
供應鏈產業鏈穩定暢通。

孫春蘭要求上海確保城市核心功能正常運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蘭陵
赴滬疫情防控服務工作隊10人於3月26日進駐上海，
主要為在上海的老鄉們紓困解難、提供幫助。”蘭陵
赴滬疫情防控服務工作隊的王慶剛說，作為上海的
“菜籃子”，該縣與上海等長三角地區交流密切，有
15萬多人在滬務工經商，且多為蔬菜生意。

據王慶剛介紹，該服務隊重點工作是定向為在滬蘭
陵人提供蔬菜、食物、藥品以及防疫物資等。蘭陵縣
2008年就在上海設立了駐滬流動黨員黨支部，服務隊發
動11個駐滬流動黨支部、610餘名黨員，建立老鄉微信

群53個、進群2.17萬人，及時為老鄉們提供服務和幫
助。

在疫情下，上海多個蔬菜交易市場被迫關閉，服
務隊又立即奔赴上海4家大型蔬菜批發市場、3家蘭陵
商會進行了調研，詳細了解上海疫情防控現狀、蔬菜
供應等情況。把上海的需求信息與蘭陵相關部門對
接，協調籌集蘭陵當地的蔬菜，再幫着聯繫順暢的運
輸渠道……王慶剛說，服務隊充分發揮蘭陵老鄉在上
海蔬菜經銷領域的資源，讓蘭陵蔬菜在上海的各個環
節更加順暢。

設前線“指揮部”對接一線需求

◆在山東蒼山蔬菜產業集團，工人們正在為保供上海蔬菜忙碌打包。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賀鵬飛 山東、江蘇

連線報道） 在位於臨沂蘭陵縣的山東蒼山蔬菜產業集團

（下稱“蒼山蔬菜集團”），工人們正在給剛剛採摘的

蔬菜裝箱，一箱菜約重15斤，內有蒼山大蒜、蒜薹、黃

瓜等六七種蔬菜。山東蒼山蔬菜產業集團董事長黃繼東

說，箱內蔬菜的品類根據上海蔬菜經銷商、大型單位以

及社區團購的訂單而定，基本可以滿足一個普通家庭一

周左右的蔬菜需求。“我們目前在嘗試蔬菜直供模式，

蔬菜從蘭陵縣到上海市民手中大約10個小時。”黃繼東

說，為了確保上海市民吃上新鮮的蔬菜，該集團通過

“點對點”的蔬菜直供模式，應對目前蔬菜馳援上海遇

到的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山東省商務廳
了解到，截至4月4日，山東省

已累計向上海供應蔬菜3,190噸。蘭
陵縣作為農業大縣、蔬菜強縣，常年
承擔着上海地區 60%以上的蔬菜需
求。今次上海疫情，蘭陵縣已直供上
海蔬菜 300 萬斤以上。據黃繼東介
紹，此次疫情之前，蒼山蔬菜集團的
蔬菜主要是發往上海的蔬菜批發市
場，日發貨量約在20萬斤。本輪疫情
發生後，上海多個蔬菜交易市場被迫
關閉，該集團原有的供應模式也面臨
挑戰。

山東蔬菜企業：省卻二次分裝
3月29日上午，首批運送10萬斤

蘭陵蔬菜的4輛貨車抵達上海閔行區，
並根據要求將蔬菜卸在定點的小區門
口。黃繼東說，閔行區前一日向蘭陵縣
提出了採購20萬斤蔬菜需求，採購的
均為20斤的綜合蔬菜箱。蘭陵縣委縣
政府高度重視，當晚9時多，首批10萬
斤蔬菜啟運。

蒼山蔬菜集團承接了此次閔行區
的訂單。也是受此啟發，黃繼東嘗試做
起了蔬菜直供的模式。訂單方提供出入
上海的通行證，蒼山蔬菜集團開具赴滬
通行證，蘭陵到上海600多公里，運菜
貨車路上大約需要9個小時。黃繼東介
紹，這種模式可以直達指定卸貨地點，
一般多選在社區門口，基本在10個小
時左右，上海市民就能吃到來自蘭陵的
新鮮蔬菜。

“這種模式沒有中間商，箱式蔬
菜也不用進行二次分裝，不但縮短了運
輸時間，還省去了中間分發環節，保證
了蔬菜的新鮮度。”黃繼東說，訂單方
負責對接、卸車和蔬菜的進一步分發。
按照當地防疫要求，駕駛員不下車，蔬
菜卸完後直接駛離。駕駛員回到蘭陵後
將接受7天或14天的隔離。為了確保疫
情防控安全，所有駕駛員均強化人車閉
環管理。

“現在正是蘭陵蔬菜成熟旺季，
價格適中。只要上海有需求，我們完全
可以保證蔬菜的供應。”黃繼東說，集
團也不斷接到來自上海的直供訂單。目
前，蘭陵每天發往上海的蔬菜約30萬
斤，較疫情之前的供應量有所增加。

江蘇保供企業：加班分揀打包
作為上海的近鄰，江蘇一直是上

海農副產品的主要供應地之一，單日馳
援上海的農副產品就多達1,000噸以
上；僅4月5日一天，江蘇省就供應上
海市蔬菜水果891噸、肉類205噸、禽
蛋442噸、米麵316噸。為減輕上海方
面的分揀壓力，近日江蘇馳援上海的農
副產品均提前打包裝袋，通過冷鏈物流
運抵上海後即可快速分發派送。

“現在上海最缺的就是人手，很
多貨送到上海後根本沒人分揀。”江蘇
省一位農產品經銷商老李說，農副產品
運到上海後需要逐一分揀裝袋，然後分
發給各個管控小區。

但由於管控的小區和居民數量龐
大，沒有足夠的人手進行分揀，因此近
幾日江蘇各地已經明確要求農副產品在
裝車之前就分揀好，然後再打包裝袋運
往上海。

受上海市閔行區商務委員會委
託，江蘇宏信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承
擔為上海市閔行區虹橋鎮提供生鮮蔬果
保障物資的任務。據該公司總經理張佳
安介紹，4月2日至4日，該公司分別
從江蘇揚州和山東聊城兩個基地往上海
運送了310噸生鮮蔬果。

按照要求，這批生鮮蔬果被分揀
打包為41,000箱，每箱包括帶魚段、
雞翅根、胡蘿蔔、蘋果、掛麵、麵包等
12個品種。為快速完成保供任務，江
蘇宏信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近200名
職工，以及30名區供銷社志願者、社
區志願者均參與了分揀打包工作。目
前，該公司又在為新一批保供生鮮蔬果
加班加點進行分揀打包。

縮短生鮮供應鏈
外地直送滬社區

提前分揀 按戶分發 無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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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美南社區

子天訪談錄星光璀璨
在北美影視界聲名卓著的亞裔傳媒美南電

視傳媒集團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主持人
Sky Dong 於2022年3月11日SXSW電影節開幕
式當天在紅毯採訪了好萊塢知名影星楊紫瓊
Michelle Yoel。

1997年楊紫瓊前往好萊塢發展，並主演了
電影《明日帝國》，成為首位亞裔“邦女郎”
。 2000年主演《臥虎藏龍》榮膺奧斯卡影后，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旋即參演阿凡達二
。這次作為製片人來到奧斯汀 SXSW，帶來

《 瞬 間 》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EEAAO)並舉辦世界首映 world premiere。現在
的楊紫瓊在美國已是家喻戶曉炙手可熱的好萊
塢一線明星！

子天訪談錄於2022年3月18日又採訪了曾

獲得金球獎、火遍全球的電影《五十度灰》系
列女主角Dakota Johnson。她這次擔任製片人，
帶 領 團 隊 參 加 SXSW 新 電 影 Cha Cha Real
Smooth舉辦首映式。

您是否為孩子膽怯怯場而感到擔憂?
您是否為孩子不願意與人溝通而感到

煩惱?
您是否為孩子因 「口笨」 錯失升學機

會而感到懊悔?
表達，在當今社會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好的口才不僅能讓孩子充滿自 信、能說
會說，更能培養陽光、優雅、大方的氣質
。美南新聞集團有四十三年的新聞媒體經
驗，美南國際電視有專業的主持人，為了
培養孩子從小的敏捷思維及語言組合能力
，美南國際電視舉辦小主持人培訓班。

培訓課程進行了優化提煉，從語言表
達，鏡頭感，學生親自採訪，再 根據每一
個孩子的個性設置採訪內容，讓小記者們
留下自己的作品。 從培訓班開學起，美南
國際電視將會全程拍攝，結合小記者們自
己的 作品進行剪輯編輯，呈現一個完整的
短片，為孩子的成長邁開最珍貴 的一步。

一 、快樂教學 小班授課
采用 10-15 人小班授課，老師根據

低年齡段孩子性格特點，打造快樂 教學法
，在遊戲中找話題，孩子們互相分享感興
趣的新鮮事，以將講 故事，及專訪的形式
體現。課堂就是攝影棚，演播廳、攝像頭
，演 練、展示，盡顯童真風采。

二、名師團隊 專業訓練
* 蓋軍老師；資深媒體人，中文本科

，美國工商管理專業碩士，曾任廣播電臺
主持人和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多年，現任美

南報業電視集團《美南新聞日報》和美南
國際電視臺總編輯，電視節目主持人。

* 王潔老師；美南新聞著名主播。畢
業於HUST 本碩新聞專業，曾在中央電視
臺知名欄目擔任導演，並多次獲獎。

曾擔任阿拉斯加中文學校中文老師；阿拉
斯加孔子學院特聘中文老師；針對美國家
庭的兒童以一對一形式，教授中國傳統文
化。

* 辛鍵老師；1987畢業於上海戲劇學
院表演專業

1987進入天津人民藝術劇院 戲劇班
主修: 表演， 臺詞， 形體， 聲樂， 戲劇
文學，中國戲劇史等。

工作經歷：曾擔任天津人民藝術劇院
演員。

2006—2008 芝加哥東方藝術團藝術
顧問。

2009—至今 休斯敦東方藝術教育中
心 (OAEC) 表演班教師

* 電視拍攝、剪輯專家 Mr. Michael
Quijada。

* 劇本創作、個人形象拍攝專業Mr.
Alec

三 、全程記錄孩子的學習經過
所有課程結束後，將會給每一個孩子

頒發證書，一個記錄孩子 學習及結業作品

的 DVD，短片將會在美南國際電視、
youtube 進行播放。

四、小主持人培訓班分三個層級進行

培訓
1、初級班18節課；學習普通話聲母

、韻母、繞口令、詩歌朗誦、兒歌（聲樂
）、散文、寓言故事，單人、多人小品，
和節目主持技巧方法，學習掌握語音發聲
、吐字歸音、氣息訓練及播音主持技巧，
無實物動作表演。

2、中級班18節課；延續加強語言、
朗誦等訓練，增加對孩子的表演技巧，主
持實踐，參與小品表演。課程中發揮學員
的想象力，培訓學員創作與拍攝短視頻。

3、高級班18節課；課程將會鞏固前
兩期的教學內容，增加對學員的組織力、
創作力、敏捷的思維、應變能力進行培訓
。培訓學員的語言組合及語言藝術等，讓
學員們經過我們的三期培訓，成為他們走
向人生成功的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

招收標準：
6歲至12歲，有中文基礎的兒童，第

一期招收15名。（6歲以下如果語言天賦
特佳可以放寬入學）

報名與授課時間：
報名時間: 3月15日—5月25日 開學

時間: 6月5日，一共十八節課，每一個星
期三節課，星期天下午1:00-4:00，7月
10日結業，7月17日，下午3:00點舉行
隆重的結業典禮。

收費標準：
第一期18節課程共$688，學員連續

報第二期和第三期將會獲得20%打折。

授課流程：
入學國語測試-安排合適課程 根據學

生情況定製個性化教材 建立微信群,加強
溝通 結業匯報&頒發證書

小小主持人課程
發音標準、規範、聲音甜美
播音、主持、表演、形體等專業訓練
掌握交流的方法、語言表達形式、提

高自信並樂意與他人溝通。
輔助課程：
帶孩子們外拍，參與一些有意義活動

，並且讓他們親自體驗採
您的孩子敢於在公眾場合自信的開口

說話嗎？

您的孩子能夠面對鏡頭大方的表現自己嗎
？

您想讓自己的孩子不再害怕當眾表達
自己的見解嗎？

結業典禮：
走紅毯、頒發結業證書、現場播放學

員的培訓過程片段，為每一位學員製作獨
特學習過程的視頻，視頻由學員親自參與
自製，結業典禮視頻和學員作品視頻就會
在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頻道播出，留
給孩子永久的記憶。

成績優異的學生將有機會成為美南國
際電視兒童節目的主持人。

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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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滑 蛋 沙 茶 牛 肉
Scrambled Eggs w/ Sha Cha Beef
食材
• 6盎司 ⽜⾁，逆紋切片
• 適量 蔥花，裝飾用
【牛肉醃料】
• 2⼤匙 ⽜頭牌沙茶醬 
• 1⼤匙 米酒

做法
(1)⽜⾁中加入⽜頭牌沙茶醬和米酒，醃製至少20分鐘。
(2)熱鍋後先將⽜⾁炒⾄七分熟，起鍋備用。
(3)雞蛋加入鹽和胡椒拌勻。加熱炒牛肉的鍋後，
    下蛋液並加一大匙太⽩粉⽔，轉小火攪拌⾄雞蛋半熟。
(4)放入牛肉，繼續攪拌至雞蛋開始凝固但仍呈滑嫩狀(約七分熟)。
(5)將滑蛋牛肉鋪到飯上，撒蔥花裝飾即可。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滑蛋】
• 3顆 雞蛋 
• 1/4小匙 鹽
• 1/8小匙 胡椒
【太⽩粉⽔】
• 太白粉以1:1的比例對水

掃碼看料理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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