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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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10日晚間驚傳巨大爆
炸聲，導致廣場上的觀光客嚇壞集體拔腿狂奔，警消事後發現3個下
水道人孔蓋起火燃燒引發爆炸巨響，所幸目前無人受傷。

綜合福斯新聞（Fox News）、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報導，周日晚間6時45分左右，紐約時報廣場突然傳出巨大爆炸聲，
廣場上的人潮瞬間拔腿狂奔，

紐約市消防局（FDNY）隨後表示，介於第七、第八大道間的43
街上3個地下水道人孔蓋起火，這個路段通常擠滿遊客，當局在爆炸
地點附近發現一氧化碳濃度升高，目前正在進行排氣作業，所幸這起
意外未造成人員傷亡。

民眾上傳推特的現場畫面顯示，大批觀光客提著大包小包購物袋
拔腿狂奔，爆炸當時就站在時報廣場中央的觀光客鮑爾（Brad Ball）
回憶： 「剛剛傳出巨大爆炸聲，並不是非常近，但絕對是爆炸。」

吓坏觀光客吓坏觀光客 時報廣場傳巨大爆炸聲時報廣場傳巨大爆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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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t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Bellaire High School were named
Valedictorians of their class with
5.0 GPA. Nine of them are
Chinese students.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on their
achievement.

Bellaire High School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best
high school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school has
cultivated and produced
countless outstanding young
students. Many families have
moved to the City of Bellaire
because of the reputation of
Bellaire High School.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been taking
their classes online. It is very
special and noteworthy that this
group of students could achieve
such extraordinary results under
the added pressures caused by
today’s challenging health
situation.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moved to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came here as students or as
legal immigrants, their first goal
is to seek a better educat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hey want
their kids to go to better schools
so they search for and select the
best school districts they can find.

We are so grateful to learn that
all these young students also
have joined many social service
group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 hope that they will not only
strive to enrich their future
excell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of study, but will also give
honor and respect to their
parents and contribute to society.

0404//1111//20222022

We Are Very Proud Of This GroupWe Are Very Proud Of This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s StudentsOf Chinese Americans Students

德州休斯敦學區馳名的百利高
中應屆二O二二年高中畢業生中
有十三名學生以五點〇満分成績榮
獲狀元，其中有九位是華裔學生
，我們要在此向他們的成就表示
無比的驕傲和祝賀。
百利高中是大休斯敦地區最優

質的公立高中之一，多年來該校
為社會培育了無數國家棟材，許
多華人家庭遷入百利市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百利高中之良好环境。
令人更感到欣慰的是， 這九

位華裔學生不但是課程頂瓜瓜，
更是許多學校社團和校刊的領導和
主編，並且经常參加防癌協會和

許多公益活動，可謂品學兼優，
未來必有成為社會領袖和中堅份子
。
兩年多來因疫情關係， 同學

們都在網上上課，這批優秀學生
不但加倍努力，在特殊㺽境下也
能取得非凡的成績。
今天多少華人家庭來到美國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為了培養下一
代，而且不計困難，尋找最好的
學區，其中百利高中所在地的百利
市即為一例。
我們也希望這批優秀的華裔同

學們，不但要努力充實自己未來
，在各自学習領域中出類拔萃， 更要孝順父母，為社會做出貢獻 。

華裔學生出類拔萃華裔學生出類拔萃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歷史第一歷史第一 傑克森成為傑克森成為
第一位最高法院黑人女大法官第一位最高法院黑人女大法官

由拜登總統所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凱坦吉布朗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在參
議院司法委員會所舉行的確認聽證會上連番接受參議員的訊問答辯, 她已通過 參議院過半投票
(53:47), 將接替即將退休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而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黑人女性
大法官。

傑克森出身於佛羅里達州一個貧寒之戶, 靠著自己的勤奮努力, 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並在司法
領域歷任無數職務, 她曾為聯邦公設辯護人，在美國下級法院任職近十年,目前擔華盛頓特區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她最特殊的一項職務就是曾在早期職業生涯擔任過布雷耶的助理, 所以面
對共和黨的懷疑，傑克遜一一為自己的司法記錄辯護，並在一些量刑決定上有條不紊的闡述自
己處理法律案件的原則與方法。

當共和黨議員霍利以傑克森在擔任法官時對於被告的判刑往往低於檢察官的刑罰而質疑其
判斷力時,傑克遜反駁說，她的判決通常符合或高於美國緩刑辦公室的建議, 由於她曾擔任過 9
11 恐怖襲擊事件的聯邦公設辯護人去為恐怖分子辯護, 因此遭到共和黨猛烈抨擊, 但傑克遜將她
的職務描述為符合憲法對於刑事被告獲得法律代表的要求, 她所做的正是在捍衛美國憲法。

傑克遜的論點十分正確, 因為社會大眾往往對於那些為不受歡迎的被告擔任辯護而感到不屑
或不恥, 這是相當荒謬的觀點, 也是對於被告的一種輕蔑, 換言之, 傑克遜之所以願意為被告方擔
當公設辯護人, 其實是在兌現憲法對於美國人民公平審判和平等正義的承諾, 如果從這個觀點去
看, 傑克森勇於出任公設辯護人正突顯了她忠於憲法的行為, 共和黨議員不應該曲解了傑克遜的
初衷。

美國最高法院自 1789 年成立以來，共有 115 名法官，其中108人是白人, 目前保守派六席
，自由派三席, 行將退休的布雷耶是自由派,所以一旦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傑克森進入最高法院，
仍無法改變當前意識形態平衡,不過由於傑克森只有51歲，又可出任終身職, 必可延續自由派的
香火長久不滅,傑克森顯然已為即將到來的歷史時刻做好了準備!

【美南新聞記者尓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什麼在全
世界激起巨大的反響？關鍵在於，這此戰不僅是俄烏兩國之間
的戰爭，而是獨裁專制與民主自由之戰，是文明與野蠻之戰！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常常出現野蠻戰勝文明取代文明的
現象。二戰期間德國人屠殺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那裡
發現了令人震驚的現象。猶太人被一火車一火車的拉到集中營
，而看管他們的德國人其實很少，少到不足這些猶太人的1%。
但就是這不到1%的人，命令所有衣著光鮮、受過教育、有信教
的文明的猶太人，拿著自己的東西從火車站上下來，按照男女
老幼分開，最後病弱的和強壯的也分開，在指定的位置站好。
這個過程中，猶太人竟無任何反抗。最後，德國人會先讓那些
老弱病幼的人去毒氣室，這些人按照要求，取下耳環、眼鏡、
金牙、手錶等值錢的東西，直到走到毒氣室門口，他們還會按
照德國人的命令把外衣也脫掉，只留下一條褲衩，排著隊乖乖
的走進毒氣室。第二批進去的人甚至要把第一批死了的人火化
掉，把骨灰弄乾淨。之後是第三批、第四批，絕少有人反抗。

我一直在想，數量在德軍10倍甚至100倍以上的猶太人，
其中不乏精壯男人，為什麼就這樣接受屠殺而不去反抗呢？

如果說，這群人是幾百萬頭牛、幾百萬頭豬、幾百萬頭驢
，估計整個屠殺過程也都不會這麼容易。說不定幾百頭驢還會

把德軍全都踢死，即使德軍有機關槍也無濟於事。
因此，有驚世一問：當文明與野蠻發生衝突和決戰之時，

為什麼文明反倒容易被野蠻奴役？
曾經有一種理論解釋說，文明是一個馴化的過程，讓人脫離野
蠻，進入秩序、道德、法律、規則當中。人一旦被馴化，變成
文明人以後，他就會按照這種習慣、道德、法律、規則去辦事
，將此視為理所當然的、必需的、可以被坦然接受的事情。所
以，越是被訓練的好，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相對來說，他的底
線越高，行事規則就越確定，自己在心裡已經把預設的程序設
定下來，就只能按照被教化之後的方式去應對外部的挑釁，從
而喪失了本能。越是文明程度高，越容易被野蠻所奴役，野蠻
在文明面前，往往表現出一種原始的衝動和暴力的強大，以及
不按遊戲規則來玩的優勢。越是沒有被教化的，本能越強大，
越接近於野蠻，越容易變成野蠻的勝利者。

歷史在警示我們：不要沉迷於文明進步之中，文明渾常被
野蠻所征服。當野蠻征服文明的時候，曾經文明的我們常常落
荒而逃。

因此，遠在天邊的俄烏之戰，其實已關乎到我們文明世界
能否續存之戰了！每位文明社會的人們，都不能置身事外！

《《每日一評每日一評》》當野蠻征服文明之後當野蠻征服文明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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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斥巨資在全國

建造了近500座海嘯避難塔。考慮到南海海溝地區易發強震

，日本政府爲當地補貼了三分之二的建設費用，但此舉造成

其它地區的經濟負擔。此外，建成後如何活用這些避難塔，

也成了令政府頭疼的難題。

對于政府提供補助較少的地區來說，避難塔的建造費用

給當地造成困難。專家預測稱，若千島海溝發生地震，將在

北海道濱中町區域引起最高達23米的海嘯，但該地區南部沿

岸沒有任何高台或高層建築。對此，町內負責人坦言:“雖然

很有必要建造避難塔，但即使有政府補助，我們小城鎮也很

難負擔得起費用”。

岩手縣久慈市則在 2016 年用 2 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1027 萬元)的重建補助費，造了一座約 9 米高的避難塔

，但日本政府預測日本海溝地震可引起最高達 16 米的

海嘯，因此在 2021 年 3月，這座避難塔被暫停使用。該

市負責人爲難表示:“地震災害超乎想象，必須重新考慮今

後的防震措施。”

此外，如何利用已建成的海嘯避難塔成爲日本政府一大

難題。東日本大地震中有42人遇難的宮城縣石卷市大宮町地

區，2015年應居民的要求建造了一座13米高的避難塔，徒步

到塔頂需30分鍾。3月6日淩晨，福島縣近海地區發生地震

，但市政府後來並未在避難塔發現有居民使用過的痕迹。對

此，當地行政區長阿布收表示：“到達塔頂需要爬60級以上

台階，這對老年人來說太辛苦了。”群馬大學的金井昌信教

授則表示：“日本政府不僅要提供建設費用，還應提供實際

有效的避難政策，以及加強平時的避難訓練。”

日本2021年查獲網絡犯罪超1.2萬起
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

社報道，7日，日本警察廳

發布日本全國警方查獲的

2021年網絡犯罪案件(終值)

數據，數據顯示，2021年

共查獲12209起網絡犯罪案

件，較2020年增加2334起

，創曆史新高。

據報道，日本警方查

獲的 12209 起案件中，詐

騙案件數量最多，爲3457

起。

此外，從新冠疫情相

關的犯罪內容來看，“銷

售脈搏血氧儀”等欺詐最

多，共113起。其次爲“能

夠領取補貼”等可疑郵件

和網站共55起，非法獲取

個人信息53起以及妨礙業

務20起。

日本衆議院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
為防止過度依賴中國？

綜合報導 日本衆議院以多數贊成通

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該法案

是去年岸田文雄政府成立以來，積極推

動的最重要法案之一。據日本時事通訊

社 7日報道，接下來該法案將由參議院

審議，日本政府和執政黨希望能在本屆

國會期間完成立法，以強化包括半導體

在內的重要物資的供應鏈。日本輿論認

爲，政府積極推動這一法案，是爲了防

止過度依賴中國。

“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主要由四

部分構成，即強化日本國內供應鏈構築、

確保基礎設施安全、推進尖端技術的官民

合作研究，以及特定專利的不公開。具體

內容包括：對于半導體等戰略物資的國內

調配，日本政府將提供財政支持；電氣、

金融等14個領域在導入相關設備前，日本

政府將進行安全審查；日本政府將提供資

金支援尖端技術研發，以及設立官民協議

會，分享相關機密信息；爲防止軍用技術

外流，將允許特定專利不公開等。

日本NHK電視台網站7日引述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的話報道稱，“經濟

安全保障推進法案”將有助于提高日本經

濟結構自主權，促進日本經濟增長。

共同社稱，隨著俄烏衝突加劇，以及

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崛起，“經濟安全保

障推進法案”在衆議院獲批，意味著日本

政府正采取加強情報保護等經濟安全措施

。《日本經濟新聞》認爲，法案中寫入包

括防止信息泄露、不過分依賴進口，以及

防止網絡攻擊等相關內容是考慮到與中國

有關的風險。《東京新聞》則稱，在中美

博弈加劇背景下，日本推出經濟安保相關

法案旨在應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

分析認爲，日本政府推出“經濟安全

保障推進法案”有其自身顧慮。一方面，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日本一度出現

口罩等醫療物資供應不足情況，迫使日本

政府不得不考慮確保供應鏈穩定。同時，

近年來世界各國都在加強經濟安保建設，

作爲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也必須采取

相應的措施。另一方面，基于美國加大對

華戰略圍堵，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供應

鏈之外，日本頒布這樣一部法律也是爲了

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然而，日中兩國經

貿往來密切，相互依存度較高，這意味著

日本不可能在經貿領域完全脫離中國。

韓國候任總統顧問：
尋求在半島部署美國戰略轟炸機、核潛艇

綜合報導 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的一

名顧問4月6日表示，在訪問華盛頓期間

舉行的會談中，尹錫悅團隊將尋求將戰

略轟炸機和核潛艇等美國戰略資産重新

部署到朝鮮半島。

報道稱，在尹錫悅尋求所謂的“更

穩定的安全存在”的同時，其外交政策

和安全助手團隊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

克· 沙利文會面。

尹錫悅團隊訪美代表團團長樸進

（Park Jin）告訴記者：“部署戰略資産

是加強擴大威懾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

問題在討論中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他

補充說，這次會議也是爲了早日促成尹

錫悅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腦會談，美

韓兩國在此次訪問中討論了擴大美國核

威懾的方案。

一名白宮官員在被問及此類會談以

及華盛頓是否支持對韓國的部署時回答

說，雙方“大體上討論了”美國的防務

承諾，但沒有詳細說明。

3月10日6時左右，韓國總統選舉最

終結果揭曉，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

尹錫悅以微弱優勢擊敗執政黨共同民主

黨候選人李在明。尹錫悅定于5月10日

宣誓就職，目前正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

策議程。

報道指出，部署美國戰略轟炸機、

航母和核潛艇是尹錫悅競選綱領的一部

分。他還誓言要與美國“正常化”聯合

軍事演習，這些演習在即將離任的總統

文在寅領導下縮減。

但當被問及定期春季演習的計劃時

，樸進沒有詳細說明。韓國媒體稱，這

可能是近5年來首次包括戰略轟炸機的演

習。樸進說：“我們一致認爲，最重要

的是保持威懾，以便我們能夠對任何可

能的挑釁做出強烈反應。”

樸進補充說，代表團邀請拜登在前

往亞洲參加“四方安全對話”時訪問首

爾。他還向拜登遞交了尹錫悅的一封信

，強調了發展美韓同盟的堅定意願。



巴西50城今年第一季度
房價環比上漲1.58%

綜合報導 最新出爐的巴西FipeZap房地産指數顯示，今年第一季

度，巴西50個城市房價環比上漲1.58%，低于市場預測的上漲2.63%。

FipeZap房地産指數是由巴西經濟研究基金會(Fipe)以及Zap房地産進

行計算的，對巴西50個城市的房價進行監管。

指數顯示，今年3月，巴西50個城市房價環比上漲0.55%，高于上個月

的0.49%，但低于市場預測的上漲1.06%。其中，聖保羅州首府聖保羅市房

價居全國各城市之首，平均每平方米爲9831雷亞爾(1美元約合4.65雷亞爾)

；裏約熱內盧州首府裏約熱內盧市居次，每平方米爲9701雷亞爾；聖埃斯

皮裏圖州首府維多利亞市位居第三，每平方米爲9016雷亞爾。

房價最便宜的是南馬托格羅索州首府大坎普市，每平方米爲4850雷

亞爾。其次是帕拉伊巴州首府若昂佩索阿市，每平方米爲5061雷亞爾。

第三是戈亞斯州首府戈亞尼亞市，每平方米爲5448雷亞爾。

今年第一季度，亞馬孫州首府馬瑙斯市的房價漲幅最高，上漲了

2.56%。而南大河州首府阿雷格裏港市是個例外，房價小幅下跌 0.09%。

指數還顯示，在截至今年3月的12個月內，巴西50個城市的房價累

計上漲6.1%，低于市場預測的上漲10.69%。

得做好准備了！
“俄烏戰爭可能要持續數年”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認識到這場

戰爭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可能長達數

月甚至數年“。這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

滕貝格對俄烏戰爭做出的最新判斷。

無獨有偶，就在斯托爾滕貝格講這番

話的幾個小時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馬克· 米利告訴美國國會議員，這場發

生在歐洲的軍事衝突可能會持續多年。

他們的說法意味著什麽？
北約外長會議6日、7日在比利時布

魯塞爾召開，會議聚焦俄烏局勢。

除了北約成員國外長，烏克蘭、芬

蘭、瑞典、格魯吉亞、歐盟，以及亞太

國家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以及韓

國也將派代表出席會議。

北約秘書長延斯· 斯托爾滕貝格在會

前告訴記者，盡管俄羅斯目前正在集中

兵力攻擊烏克蘭東部，但北約的判斷是

，”沒有迹象“表明俄羅斯的軍事目標

已經改變。

斯托爾滕貝格說：“我們沒有看到

任何迹象表明俄羅斯已經改變了控制整

個烏克蘭的野心，所以我們需要爲長遠

做准備”。“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認識

到這場戰爭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可能

長達數月”。

另外，當地時間5日，美國參謀長

聯席會議主席馬克· 米利在聽證會上表示

，除非派出美軍，否則可能無法阻止俄

羅斯對烏克蘭采取的特別軍事行動。

馬克· 米利當天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

汀一起到衆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

有議員問米利認爲這場衝突會持續

多長時間。米利回答說：“盡管戰事已

經持續了一個多月，但烏克蘭仍有很多

地面戰鬥。現在說衝突的持續時間還爲

時過早。不過，我確實認爲這是一場曠

日持久的衝突，而且我認爲它至少要以

年爲單位來衡量。我不知道會不會持續

10年，但至少肯定是幾年時間。”

“這將是俄羅斯發起的一場曠日持

久的衝突，我認爲北約、美國、烏克蘭以及

所有支持烏克蘭的盟友和夥伴，將在相當長

的一段時間內卷入這場衝突。”米利說。

斯托爾滕貝格和米利是在發出什麽
信號？

“在烏克蘭將出現一場長期的消耗

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分析這樣

認爲。

該分析認爲，俄烏戰爭正在演變爲

一場殘酷的消耗戰，這預示著未來數月

將有更多人被打死，而戰爭帶來的衝擊

波傳遞給全球數百萬人。

本來，在不直接參戰的情況下，讓

俄羅斯陷入一場況日持久的消耗戰，最

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是美國夢寐以求追

尋的結果。

但在戰爭的最初階段，面對俄軍直

接兵臨烏克蘭首都基輔城下，美國沒敢

做這樣的夢。當時美國情報部門的評估

是，俄羅斯的閃電戰似乎有可能迅速席

卷該國並奪取首都。

現在，美國和北約好像有底氣了。

這一切來自于俄軍的戰略轉變。

多家西方媒體的戰況分析都說，俄

軍7日已經完成了從烏克蘭首都基輔周

邊地區的撤離。

“莫斯科改變了計劃，不再是試圖奪

取基輔並推翻澤連斯基政府，而是將軍事

力量重新集中在南部和東部地區”，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說，這促使人們重新評估

戰爭的持續時間、性質和代價。

北約外長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繼續大力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讓戰

爭耗下去，是此次會議最重要的議程。

烏克蘭一直呼籲在北約提供坦克和

戰鬥機。對此，斯托爾滕貝格回應說：

“我不會詳細介紹盟國提供的武器裝備

的具體情況，但我可以說，盟國正在做

的全部工作意義重大，其中包括一些重

武器系統與輕武器系統相結合。”

而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說，美方已

訓練了一些在美國境內的烏克蘭軍人，教

他們如何使用先進的反坦克“彈簧刀”小

型無人機。這種小型無人機能裝進後背包

，從距離遙控者好幾英裏的地方在目標上

空盤旋。它們裝有彈頭，會撲向目標同歸

于盡，因此往往被稱爲自殺無人機。

美國和北約繼續爲俄烏戰爭拱火的

態度看來是明確了。那麽，消耗下去，

北約要把俄羅斯怎麽樣？

《紐約時報》援引西方官員的話報

道了北約內部的分歧：有部分國家認爲

必須與俄羅斯保持接觸，而另一些國家

則主張與莫斯科徹底斷絕關系，“努力

讓俄羅斯跪下”。

這是要做當“戰勝國”的准備了。

但西方輿論戰中的戰勝能等同于真正戰

場上的優勢嗎？恐怕俄羅斯並不認同。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格魯什科向記

者表示，俄羅斯未同北約進行對話，現

在與北約無話可談。

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

上介紹戰況時說，俄軍用高精度導彈摧

毀了4座爲烏軍供給燃料的儲存基地。

從這些基地爲在哈爾科夫、尼古拉耶夫

附近和頓巴斯地區的烏軍集團供給燃料

。

俄軍針對這些目標，是要切斷烏軍

的命脈。最新的戰況同時表明，俄軍雖

然在基輔附近未能達到戰略目標，但在

整個戰場上仍然占據主動。

不過，有美國和北約的拱火，這俄

烏談判前景就難說了，衝突長期化的可

能性大大增強。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都

將深受影響，包括中國。

北約在外長會議前已經亮明，將在

新戰略概念中首次考慮“中國增長的影

響力”和“國際上的脅迫政策”，並將

尋求與亞太夥伴深化合作。新加坡《聯

合早報》的分析說，北約此次明確把中

國與俄羅斯“放在一起”，凸顯出北約

與美國的立場越趨一致。

“某國之音”說得更明白：此次北

約外長會，除了邀請烏克蘭、格魯吉亞

等國外長與會討論如何應對俄羅斯的侵

略行爲以外，北約還將討論它的《新戰

略概念》，即如何應對北約所面臨的新

安全現實，包括一個更爲強大的中國所

帶來的安全後果。爲此，北約首次邀請

亞太夥伴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

蘭參加這次部長會議，以應對中國對基

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民主價值觀帶來

的挑戰。

擔心本國海產受影響
英國推遲對俄羅斯白鮭魚征收35％關稅

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于擔心英國海産

品行業受到影響，英國政府推遲了對俄羅斯

白鲑魚（whitefish）實施制裁的計劃。

作爲對俄烏衝突的回應，英國本將對

俄羅斯出口的白鲑魚征收35%的關稅，但

一名英國政府官員表示，由于一些“技術

細節需要處理”，制裁被推遲了。這名官

員強調，“英國仍然完全致力于制裁”，

任何有關該計劃已被完全放棄的說法都是

不屬實的。

據英國海産品行業機構“Seafish”稱，

英國市場大約30%的白鲑魚産自俄羅斯，

俄羅斯還控制著全球40%至45%的白鲑魚

供應量。在這項制裁措施剛宣布之時，英

國海産品加工業者和苦苦掙紮的炸魚薯條

店家擔心，制裁會導致價格上漲並衝擊其

業務，他們依賴于俄羅斯白鲑魚的供應。

英國行業貿易協會“全國炸魚薯條聯

合會”（NFFF）的主席安德魯· 克魯克

（Andrew Crook）說：“我認爲政府需要

更多時間來調查制裁俄羅斯白鲑魚所産生

的影響，所以這項計劃暫時被推遲了。我

們當然支持他們認爲合適的任何措施，以

更快地結束這場衝突。”

據報道，英國對于俄羅斯白鲑魚的制

裁是在3月15日宣布的。然而，“Seafish

”稱，與包括谷物、膠合劑和化肥在內的

其他俄羅斯産品不同，這些關稅在3月24

日正式生效時，卻沒有針對白鲑魚征收。

“Seafish”的發言人表示：“這項具

體的關稅調整被推遲了，以便政府進一步

開展工作，了解這一調整對于海産品行業

的具體影響。”

“我們將繼續與政府和海産品企業合

作，幫助確保對海産品貿易和加工的複雜

性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以保證這些措施既

對俄羅斯産生最大的影響，同時不會讓英

國企業收到不必要的懲罰。我們也會繼續

爲企業提供建議和指導，幫助他們適應這

些變化。”

英國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的一名

發言人則聲稱，由于此前俄羅斯無緣無故

地“非法入侵”烏克蘭，英國政府正在對

俄羅斯實施“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

這名發言人說：“我們打算對從俄

羅斯進口的白鲑魚征收 35%的關稅，這

取決于對該行業具體影響的進一步調

查工作。”

“我們將繼續與行業組織、全國炸魚

薯條聯合會以及其他行業代表溝通，了解

他們在應對所有變化時可能面臨到的壓力

。”這名發言人說道。

事實上，俄烏衝突期間，英國對俄

羅斯的制裁措施不只發生在海産品領

域。當地時間 4月 6日，英國外交大臣

特拉斯就宣布，英國將對俄羅斯實施

新一輪的制裁。

英國外交部發布的消息稱，新制裁內

容包括：全面凍結俄羅斯最大銀行俄羅斯

聯邦儲蓄銀行和莫斯科信貸銀行的資産；

終止英國所有對俄投資；英國將在2022年

底前全部停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和石油，

並盡快結束天然氣進口；對俄羅斯關鍵戰

略産業和國有企業采取行動，這包括禁止

進口鋼鐵産品；對8名活躍在這些行業的

俄羅斯寡頭進行制裁。

消息中還提到，在即將舉行的七國集

團（G7）外長會議上，英國外交大臣將呼

籲采取進一步的集體行動，包括所有G7

國家加快結束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時間表

。她還將呼籲G7繼續團結一致，對俄羅

斯實施進一步協調一致的制裁。

俄羅斯決定提前終止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身份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說，俄羅斯決定自當天起提前終

止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身份。

聲明說，聯合國大會當天通過決議暫停俄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這

是一個“非法且出于政治動機”的舉動。人權理事會實際上已被一些國

家壟斷，它們自稱是人權領域的標准，卻直接參與或縱容嚴重和大規模

侵犯人權的行爲。俄羅斯提前終止人權理事會成員身份的決定並不背離

俄在人權領域的國際義務。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俄方對聯

大暫停俄在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一事表示遺憾，將繼續通過一切可能的

法律手段捍衛自身利益。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共設47個席位，聯大每年通過不記名投票改選其

約三分之一成員，任期3年，可連任一次。俄羅斯2020年10月13日當選

人權理事會新一屆成員，任期從2021年1月1日開始，至2023年12月31

日結束。

聯合國大會召開烏克蘭問題緊急特別會議，投票通過一項關于暫停

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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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科羅拉多州、弗吉尼亞州和華盛頓特區
的公共衛生專家聯合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人預期壽
命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出現大幅下降後，在2021年仍
保持下降。美國當下預期壽命從2019年的 78.86歲下降到
2021年的76.6歲，是至少25年來的最低水平。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網站在4月
10日的報導中表示，公共衛生專家曾希望普
遍注射的疫苗能幫助防止第二年的下降，但
由於第二年的疫情依然造成了“有太多的人
死亡”，而且白人死亡率偏高，導致了美國
預期壽命繼續保持下降態勢。
對於大量的生命損失，普林斯頓大學的人口
統計學家諾琳•戈德曼（Noreen Goldman）
這樣評價道：“這是美國的恥辱（Shame
on the U.S）”
疫情下，美國人預期壽命（紅線）進一步下
降，與發達國家拉開了差距圖源：耶魯大學
報告指出，美國人2021年的預期壽命為76.6
歲，是至少25年來的最低水平，而2020年
為76.99歲，2019年為78.86歲。按種群劃
分，美國白人2021年預期壽命減少1/3歲，
拉美裔預期壽命基本持平，非裔美國人的預
期壽命增加了0.42歲。受數據限制，此次研
究未將亞裔、原住民等其他族群納入其中。
弗吉尼亞聯邦大學人口健康和健康公平教授

史蒂文•伍爾夫（Steven Woolf）博士幫助撰寫了報告，他說
：“研究發現，2021年出現了可怕的生命損失，導致實際上預
期壽命比2020年更低，這非常令人不安。這表明2021年有大
量人員死亡。”

伍爾夫說，許多死亡發生在壯年時期，導緻美國人的總體
預期壽命下降到76.6歲，是至少25年來的最低水平。

史蒂文•伍爾夫教授表示，美國連續兩年出現預期壽命下
降主要是由白人死亡導致的。儘管還不清楚具體是什麼原因，
伍爾夫和其他研究人員認為，部分原因是白人生活在防疫寬鬆
的州，他們因此放鬆了警惕，此外很多白人拒絕接種疫苗。

不過，總體而言，疫情對黑人和拉丁裔人的打擊要大得多
，因此在疫情開始以來的兩年裡，少數族裔損失的預期壽命更
多。西班牙裔美國人失去了近4年，黑人失去了近3年，而白
人則不到2年。

該研究還發現，這次連降也導緻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預期
壽命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已經從2019年的3年多增加到2021
年的5年多。對於美國不如其他國家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疫苗
接種率低，其次美國普遍的糖尿病和肥胖等其他基礎病也

在接受NPR採訪的最後，伍爾夫教授這樣說：“這項研究
的動機是確定我們在2021年能不能扭轉2020年預期壽命下降
的趨勢，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發現好消息。”

對於大量的生命損失，普林斯頓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諾琳
•戈德曼這樣評價道：“這是美國的恥辱（Shame on the U.S
）。”

她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但她表示：“這讓我繼續感到難
以置信，我們在這場疫情中表現得多麼糟糕。我覺得這很可恥
。我們在醫療保健上花了一大筆錢，我們是一個高收入國家。
我們應該能夠做得更好。”

（綜合報導）近期，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考慮到美國目前通貨膨脹仍在持續加劇，並很可
能引髮美聯儲采取強硬措施以遏制通脹趨勢，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風險也在上升。

正處於風口浪尖的拜登政府預計已無力在中期選舉前力挽狂瀾，雖失業率等數據對民主黨
利好，但俄烏衝突加劇帶來的通脹風波已席捲美國，一貫在經濟方面表現較好的共和黨在此時
更受民意推崇。

據《華爾街日報》4月11日報導，經濟學家預計，美國經濟在未來12個月出現衰退的概率
為28%，高於1月份預測的18%和2021年預測的13%。諮詢機構RSM US LLP的首席經濟學
家喬•布魯甦埃拉斯（Joe Brusuelas）指出，“在美聯儲通過加息抗擊通脹的同時，一系列供
應鏈方面的衝擊也在席捲整個經濟，導緻美國經濟衰退風險上升。”

迫在眉睫的經濟下滑風險與令人心驚的高通脹率（2月份達到7.9%）共同構成了美聯儲采
取平衡措施的動機：一方面，美聯儲試圖給經濟降溫，使其通脹率有所回落，但同時又要把握
“火候”，不能讓經濟支出減少或失業率上升。

下降的失業率是拜登引以為傲的政治成就，如若不能在中期選舉開始前維持這個優勢，那
全面淪陷的經濟將成為壓垮民主黨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國會山報》援引上週發布的新數據稱，美國最新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處於1968年以來
的最低水平。拜登在一份聲明中指出，其政府已經創造了近800萬個工作崗位，並強調稱這一
數字高於歷史上任何美國總統曾達成的成就。拜登表示，其任期內美國失業率急劇下降，從
2021年1月的6.4%降至現在的3.6%，並稱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也有大幅復甦的趨勢。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數據都沒有對公眾輿論造成太大影響。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3月底的一項調查發現，有63%的受訪者不贊成拜登處理美國經濟問題的方式，只有33%的
受訪者表示贊成。 《經濟學人》在本週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指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美
國目前的經濟狀態“良好”，27%的受訪者認為經濟狀況“一般”，而42%的受訪者表示經濟
狀況“很差”。

美國在2月達到1982年以來最高水平的通貨膨脹率是造成上述負面觀點的重要原因。通貨
膨脹肆虐的最直觀表現是高油價，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採取石油出口制裁的行為則加劇
了油價的飆升。拜登政府也不止一次地試圖將高通脹率歸咎於俄烏衝突爆發，但美國人普遍並
不買賬。

除油價飆升外，通脹的影子無處不在，從食品價格到抵押貸款利率都在急劇上升。人們從
基本生活需求到購房需求都受到了通脹的直接影響，這種體驗正在阻擋拜登政府試圖傳遞的更

積極的經濟消息。
美國民主黨戰略家和廣告製作人比爾•卡里克（Bill Carrick）指出，相對於人們可以清楚

認知到的開銷金額，就業市場帶來的體驗並不夠普遍，只有求職者和雇主參與了新就業的過程
。同時，當人們爭取到就業機會時，他們更有可能將這個成果與自身的努力關聯起來，而不是
歸功於政府政策。這種心理機制也導致民主黨人試圖傳遞的經濟利好消息被無視，而拜登政府
將高通脹率歸因於疫情和俄烏衝突的做法卻被看作是掩耳盜鈴。

與此同時，共和黨人正在收緊對拜登政府經濟成就的評論。 “拜登和民主黨人創造了40
年來史無前例的高通脹率、創紀錄的汽油價格，以及讓許多人受到損失的經濟現狀。民主黨人
將在今年11月為他們魯莽的支出議程付出代價。”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娜•麥克丹尼爾
（Ronna McDaniel）在4月8日發布的聲明中指出。

而民意也漸漸向共和黨傾倒，從中間派到進步派，民主黨人面臨的局勢因兩個因素而更加
複雜。第一個因素是後疫情時代，民眾普遍失去了等待經濟重新轉好的耐心；第二個因素是民
主黨內部存在的內訌問題，最受外界關注的即該黨長期未能就拜登“理想中的遺產”—— “重
建更好未來”議案達成一致。

參議院共和黨人普遍對11月的中期選舉表示樂觀，並表示如果能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贏
得多數席位，他們將致力於將拜登政府推向“中間”，即要求拜登放棄其過於自由派的語境，
逐步將議程推回保守派的範疇。

共和黨人在此時發出的信息預示著中期選舉或發生的激烈競爭，如果民主黨同時失去參眾
兩院的多數席位，那麼拜登在其任期的後半段將面臨著非常棘手且被動的局面。共和黨參議員
凱文•克萊默（Kevin Cramer）指出，“如果拜登最終要面臨參眾兩院都被共和黨控制的情況
，那麼我認為未來的責任真的都在他身上。因為這還將會考驗他是否務實，是否懂得交易，這
是他的試題。”
“如果共和黨人再次獲得了多數席位，我認為拜登將不得不將其議程轉移到兩黨的共同利益領
域。”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圖恩（John Thune）表示，“能源和科技是兩個潛在的共同利益領
域，但是否轉移議程很大程度取決於白宮。”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一再拒絕深入探討如若共和黨獲得多數席位，參議院共和黨的
議程將是什麼。但他曾在近期Axios的採訪中指出，美國現存的主要問題有通貨膨脹、邊境問
題、犯罪率和本土能源生產問題，而這些都和拜登政府的議程存在分歧。

疫情影響下 美國人預期壽命連續兩年下降

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風險上升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風險上升？？

（綜合報導）美國一名女子賣掉房子後將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7萬元）存入銀行，2
個月後賬戶中的錢卻不翼而飛。事後銀行對此展開調查，稱有人盜取了她的信息。銀行表示
，已經對她進行了賠付。

據美國媒體4月8日報導，埃里卡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她以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
57萬元）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房子，並將錢存入美國富國銀行，她準備用這筆錢買一套新房
子。

大約兩個月後，埃里卡收到了來自富國銀行的通知。埃里卡說：“我檢查了我的賬戶，
發現裡面的錢沒了。”“沒有這筆錢，我就沒有新家，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將沒地方住。”
埃里卡說她試圖聯繫銀行：“整整一個月，我每 48 小時打一次電話，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會
再次看到這筆錢。”隨後富國銀行展開調查，並表示她的個人信息、電子郵件和電話號碼在
她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竊取。

埃里卡記得她當時的恐懼和焦慮。她說：“我告訴我的父母我感到很沮喪，我覺得我無
能為力，我不會再拿回這筆錢了。”後來，她的兄弟決定尋求外部幫助。他們聯繫了媒體，
後者聯繫了富國銀行，銀行最終對埃里卡進行了賠付。

富國銀行拒絕透露他們在調查中的發現，也未透露涉案人員是否被抓獲或類似事件發生
的概率。銀行發布了一份聲明：“我們絕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成為騙局的受害者，我們正在積
極努力提高客戶對常見騙局的認識，以防止發生這樣的事情。”“富國銀行與埃里卡合作，
確保9萬美元回到她的名下，她現在可以繼續購買新房了。”

美國女子將賣房的美國女子將賣房的5757萬存入銀行萬存入銀行，，22個月後不翼而飛個月後不翼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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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戰五日夜
滬最大方艙醫院首批床位交付

滬副市長坦承防疫有不足要改進
本輪感染超15萬例 再啟全員核檢 按風險程度階梯式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海發布官方微信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4月8日至9日在上海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出
席座談會、專題會，實地察看核酸檢測機構增能
提速、方艙醫院建設管理救治、保供大倉接駁分
撥配送等情況。

盡快實現社會面清零目標
孫春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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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刻
不容緩、連續作戰的過硬作風，以堅決果斷、雷
厲風行的有力措施，加快破解堵點難點問題，從
嚴從緊落實各項防控措施，千方百計抓好保運保

供保鏈，堅定信心，下定決心，攻堅克難，盡快
實現社會面清零的目標。

市委書記李強，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正參加
相關活動。

8日晚召開的座談會上，孫春蘭聽取工作組
關於上海當前疫情防控形勢的匯報，分析研判並
作出進一步部署。9日，孫春蘭來到閔行區千麥
博米樂醫學檢驗所核酸檢測點，詳細了解核酸
檢測各環節時限要求，就優化流程、簡化環
節、提升效率，與相關負責人深入交流，鼓勵
大家發揮專業所長，用好科技支撐，為抗疫提
供更大助力。在浦東浦商曹路保供大倉，孫春蘭
察看蔬菜品種和庫存，走進倉庫與正在分揀打包

的一線幹部職工交流，詢問人手夠不夠，有什麼
困難和建議。

必需品及時送抵千家萬戶
孫春蘭說，務必加快優化機制流程，打通物資

保供的“最後100米”，使生活必需品及時送抵千
家萬戶。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方艙醫院是上海最
大的方艙醫院，9日正式投入運行，孫春蘭來到指
揮中心，實時察看陽性感染者入艙收治全流程，聽
取管理和醫療團隊負責人匯報，要求加快入艙速
度，切實強化管理，讓黨員行動起來，把患者組織
起來，確保方艙醫院運行安全平穩有序。

孫春蘭指出，要深刻認識當前上海疫情的嚴

峻性複雜性，爭分奪秒把各項防控措施落細落實
落到位，進一步加強社區封控管控，守住大門，
管住小門，做深做細群眾工作，織密紮牢社區防
控防線。要高質量開展新一輪全員核酸檢測，
“採、送、檢、報、轉、收”各環節聯動協同，
從啟動篩查直至陽性感染者被收治，強化扁平化
指揮，現場集中辦公，開展合成作戰，優化各環
節銜接，壓縮全流程時間，既摸清疫情底數，又
盡快阻斷傳播。要增強保運保供保鏈的緊迫感，
堅持“一盤棋”謀劃，盡快打通物流運輸和配送
的堵點斷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讓更多保
供企業和人員返崗投運，有力促進供應鏈產業鏈
穩定暢通。

孫春蘭：從嚴從緊落實防控 抓好保運保供保鏈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記者張聰報道，
針對中國當前的疫情形勢，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
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9日表示，這一波Omicron
襲擊來得很快很猛，對醫療體系造成了衝擊，盡快
實現動態清零，有助於盡早恢復正常的醫療秩序，
讓各類病人特別是危重病人都能得到好的醫療照
顧。另外，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認為，中國不適
用完全開放，應堅持動態清零，逐步開放。

張文宏表示，動態清零政策與鼓勵疫苗加強
接種策略，都是國家高度重視並加強對脆弱人群
的保護。他指出，在本輪上海疫情中，打過疫苗
的年輕人幾乎不會發生重症。但是，脆弱人群，
特別是有基礎疾病，沒有打過疫苗的老年人，仍

然面臨較大的風險。因此，應該在對老年人的加
強針接種、藥物儲備、核酸檢測能力、隔離病房
建設、分級診療體系等方面作更積極的建設。

鍾南山：完全開放不適用中國
另外，鍾南山院士8日下午為南開大學進行主

題為《科學指導抗疫，勇攀醫學高峰》的遠程授
課，對目前疫情形勢進行了最新研判。

他結合香港和上海的疫情表示，雖然Omicron
死亡率低，但是傳播力強，如果大規模發生，會失
去很多生命。“所以目前來看，在中國完全開放是
不適用的，對中國來說，還是應該堅持動態清零，
逐步開放。”

宗明說：“3月份以來，廣大市民朋友以高
度的自覺自律，支持配合我們的防控工

作。對於大家反映的問題，發出的呼聲，我們
感同身受，很多工作我們做得還很不夠，離大
家的期望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一定盡全力改
進。”

據宗明介紹，所謂三區是指封控區、管控
區和防範區。

全市分封控管控防範三區
其中，防範區是指近14天內沒有陽性感染

者報告的居住小區、自然村或單位、場所，防
控策略是減少流動、避免聚集，可以在行政區
域內適當活動，但要嚴格限制人員聚集。管控
區是指近7天內沒有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住小
區、自然村或單位、場所，防控策略是實施7天
居家健康監測，足不出小區、嚴禁聚集、錯峰
取物，原則上居家，在嚴格做好個人防護的前
提下，民眾可以下樓，分開時間到指定區域無
接觸式取用物資，同時也要加強對取用物品的
消毒。封控區是指近7天內有陽性感染者報告的
居住小區、自然村或單位、場所，防控策略是
實施7天封閉管理，區域封閉、足不出戶、服務
上門。封控區與管控區之間，還將根據疫情變
化，進行動態調整。

3月1日以來，上海已持續開展了多輪次核

酸篩查或抗原檢測，在4月4日至4月8日的封
控期間，上海累計篩查約9,527萬人次，已完成
檢測的樣本中累計檢出陽性感染者9.44萬餘
人。篩查顯示，累計感染人數居於前五位的地
區為：浦東新區、閔行區、徐匯區、黃浦區和
嘉定區。上海疫情呈現出區域聚集性的特點，
特別是人員密集的單位、企業、老舊村居等。

多措並舉保居民生活就醫
目前，上海已採取多舉措做好居民基本

生活和應急就醫服務保障，包括保持各醫療
機構急診正常開放，尤其是加強社區和醫療
機構聯繫，及時救治急診患者和特殊群體。

而為了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問題，上海自7
日起已解封一批物流快遞資源，僅8日，保供
崗位新增上崗人數1,096人，市外調配進滬
2,000人。同時，各區還根據保供白名單，將批
發市場、配送中心、物流中心、電商大倉、中
央廚房等流通節點應開盡開。上海還統籌城市
物流配送資源，組織郵政快遞、順豐快遞和重
點保供企業對接。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市紀委監委9日通報，
上海閔行區梅隴鎮黨委書記陳冬發，黨委副書
記、鎮長張震、新虹街道辦事處派駐隔離酒店
專班負責人李偉康，三人分別因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履職不力、擅離職守被免職、停職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

海新增新冠陽性感染者數量持續

高位，本輪累計感染者目

前已超15萬例。結合此前多輪篩查的情況，上海已於9日

起再次開展一次全員核酸檢測，並將根據檢測結果分析

研判，實施分區分級差異化防控，依據風險程度的大

小，按照“三區劃分”原則，進行階梯式管理。上海市

副市長、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宗明9日在上海

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很多工作我們做得還很不夠，

離大家的期望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一定盡全力改進。”

張文宏：疫情來勢快而猛 盡快清零恢復醫療秩序

◆◆44月月99日日，，國家會展中心國家會展中心（（上上
海海））方艙醫院首批方艙醫院首批 66,,748748張床張床
位順利交付位順利交付。。 中新社中新社

◆◆44月月99日起日起，，上海再次開展全員核酸檢上海再次開展全員核酸檢
測測。。圖為醫務人員在上海外灘附近一家酒圖為醫務人員在上海外灘附近一家酒
店外為市民進行核酸採樣店外為市民進行核酸採樣。。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 上海報道）9
日，上海最大的方艙醫院——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方艙醫院開啟投運，首批6,748個床位順利交
付，首批感染者也已陸續入住。這座總面積達到
60萬平方米的“四葉草”建築，預計將提供約5
萬張床位。截至目前，上海已建成方艙醫院超過
100個，總床位超過16萬個，上海還將根據疫情
形勢，做好定點醫院與方艙醫院的資源儲備。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方艙醫院項目位於
上海市青浦區，是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

舉辦地，共有8個場館，此次首批交付的3號、4
號館，是由中建三局承建，該區域由兩個獨立病
區組成，總面積約5.2萬平方米，可以放置6,748
個床位，另包括16個護士站及相關配套用房。

在4月4日接到建設任務後，中建三局隨即進
行籌備工作，集結旗下7家子企業的800多名管理
人員及近4,000名工人，其中，還包括曾參與武漢
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的人員，於4月5日正式
進場施工。經過五個日夜的奮戰，交付首批床
位。該方艙醫院其他區域亦正加速建設中。

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副市長宗明宗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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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聞

日本宣布
將釋放1500萬桶石油儲備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宣布將

額外釋放1500萬桶石油儲備，

稱將與國際能源署成員協同努

力“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

穩定市場”。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以美

國爲首，國際能源署正在推進

總數1.2億桶的石油儲備釋放。

此次釋放私人和國家儲備1500

萬桶達到日本最大釋放量之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稱，日本

的釋放量僅次于美國的6000萬

桶。

據“日本新聞網”（Nip-

pon.com）數據，截至2021年 9

月末，日本國家儲備相當于145

天國內消費量（4461萬千升，

約合2.8億桶），企業商業儲備

爲 90 天（2773 萬千升，約合

1.74億桶），與産油國聯合儲

備爲 6 天（191 萬千升，約合

0.12億桶），合計爲241天。共

同社則稱，截至2022年 1月下

旬，日本國家儲備相當于146天

國內消費量，私人儲備爲87天

，與産油國聯合儲備爲3天。

終于不再克制，尹錫悅再次向美國表“忠心”，就薩德向文在寅發難
綜合報導 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表示

，願意和美國建全面戰略同盟，這是不

是就意味著今後的韓國，就不再像以前

那樣在中美之間搞模糊戰略，而要清晰

地偏向美國呢？

尹錫悅5月10號才能夠接任韓國總

統一職。但是就在這幾天，他著急忙慌

地派自己人去了美國白宮，並且還帶去

了給美國總統拜登的親筆信。

尹錫悅這樣做，其實符合他一直以

來的外交思想。因爲尹錫悅很明確，他

是比較親美的。雖然結束了競選，贏得

下任總統競選之後，他對中國的立場和

態度，也溫和了一些。但是我們相信，

骨子裏的東西不會大變，他還是比較偏

向美國。

果然，尹錫悅派出的團隊到了白宮

之後，就表態說韓國非常希望，今後加

入美日印澳四方對話系統，也希望加入

印太經濟框架。

其實也就是說，韓國再次表了忠心

，要和美國構建更加全面，更加深化的

全面戰略同盟。而在此之前，尹錫悅宣

布贏得大選後，僅僅過了5個小時，他

就迫不及待地跟拜登通了電話，用行動

表達了忠誠。

我們知道，美韓關系也是基于所

謂民主價值觀一致的基礎建立的。

那麽對于韓國來說，軍事方面的安

全感，全都要靠美國。可事實上，

韓國在經濟方面的一些實惠，也離

不開中國。

韓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額，現在是

超過了三千億美元。韓國對于中國的經

貿依賴度，高達23.9%。所以，如果說

在外交方面，尹錫悅帶領著韓國一味去

親美，傷害和中國關系的話，那麽對于

韓國來說，恐怕今後經貿方面，有著他

無法承受之重。

眼下，其實尹錫悅還有一個難

題。有爆料說，文在寅政府當時在

薩德問題上，有點受到了中國的“壓

制”，搞了一個“三步一線”原則。

尹錫悅的團隊現在就要求文在寅政府

，來講清楚這“三步一線”究竟是怎

麽回事，是不是在薩德問題上，青瓦

台爲了去討好中國，喪失了一些韓國

的主權。

上面這個事情，那就看尹錫悅要做

到什麽樣的程度。如果緊盯不放，那中

韓關系沒准也會受到一些影響。畢竟早

年，尹錫悅就放過狂言，說自己要是成

爲韓國總統之後，也許會部署更多的薩

德。

在這裏，我們不禁想問幾句，尹錫

悅不知道中國對薩德是什麽態度嗎？他

真的敢這麽做嗎？因爲甭管是文在寅，

還是更早的韓國總統，哪個真的是敢把

中韓關系搞得螺旋式下降，韓國是沒有

辦法承受，真的是中韓關系破裂的那種

痛。

所以對于尹錫悅而言，也還是得理

性一些，不如先把精力放在最想做的事

情上，那就是搬離青瓦台。尹錫悅真的

很想，快點從青瓦台搬離。畢竟大家都

知道，韓國總統是史上最難幹的職業，

就是因爲有一個青瓦台魔咒，在青瓦台

很難善終。

所以尹錫悅知道要搬遷，要花很多

的錢，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恐怕六月

份才能搞好。5月10號，他是沒有辦法

馬上入住新的辦公室了。

不過，對于搬離青瓦台這個事情，

是不是能夠做成，也標志著他是不是一

個說話算話的人。因爲尹錫悅早就講了

，他一定要搬。而且他也說了，幾任韓

國總統都想搬離青瓦台，但都沒做到。

尹錫悅覺得自己如果能做到，那就說明

是一個言行一致的政治家。

但是恐怕這一點，尹錫悅做到也挺

難的。就像他很難在中美之間，清晰地

選邊站位。

首
爾
二
三
十
歲
年
輕
人
幸
福
感
降
低

綜合報導 首爾常住20-39歲年輕人口爲286萬

人，其中男性140萬人、女性146萬人，占首爾市

總人口的30.1%。首爾一家調研機構去年9月至11

月對首爾2萬戶家庭、5000名市民以及在首爾居住

的2500名外國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與五年

前相比，二三十歲年輕人的幸福感各項指標均有所

下降，包括健康狀況、財務狀況、與親友的關系和

家庭生活。此外，有將近一半（46%）的二三十歲

年輕人表示“有壓力”。壓力來源主要包括人際關

系（23%）、財務狀況（22.7%）等等。

此外，該調查還顯示了年輕男性和女性之間存

在的觀念和立場差異。在結婚、生育、離婚等方面

，二三十歲的年輕男性比女性更加保守，認爲“婚

一定要結，孩子一定要生”的男性比女性更多。但

是，在是否接受婚前同居的問題上，男性比女性更

加開放。這種性別間的差異在如何看待女性參與社

會經濟活動的問題上也有所體現。針對“提高女性

社會參與度制度”這一政策，最近4年來表示支持

的二三十歲男性數量有所下降，而女性則有所提升

，男女間差異進一步擴大。

本次調查還反映了其他社會熱點話題在韓

國的認知現狀。認爲自己或子女可以改變社會

階層的二三十歲年輕人比持有相同看法的 40歲

以上人群更高。此外，與其他年齡段相比，二

三十歲的年輕人認爲社會各領域存在的不公平

現象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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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查花邨
這首講述每年清明懷人的唐人詩句

，相信只要有點文學知識的.讀者，都
已經是耳熟能詳。筆者握筆之際，翻看
日曆，今年清明節就在眼前。不過腦子
里不是上述的唐人佳句，而是我個人草
寫的打油詩：

清明時節 怨紛紛 抗疫無能添冤
魂 八千港友染疾死 港府愧對百萬民
清明節將至，遙看香港，連日天氣陰冷
，細雨紛飛，替疫下的香港更添哀愁。
事實上，今波疫情累計已有逾7,800多
人死亡，而死亡人數，均以百計算，每
天不斷，破萬之數，也不足為奇。堂堂
國際大都會，醫療水平自詡高人一等，
一場疫情，卻造成死病纍纍，此乃完全
拜港府抗疫無能所賜。近日另一隻新型
變種病毒，亦來勢洶洶，據說傳播力更
為驚人，倘若港府再不吸取教訓，早作
準備，肯定只會賠上更多人命，後果真

的是不堪設想。
4 月5 號便是清明節，不少孝子賢

孫都趁着周末周日提早拜祭祖先，惟獨
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是，香港多了接
近8,000人死於疫情。可能天公有感，
連日氣溫急降，淒風苦雨，似為這些疫
下亡魂同聲一哭。在高官和專家眼中，
死去的7,800多人可能只是一串冰冷的
數字，毫無感覺，但實情是，這7,800
多人全部有名有姓，是別人的父母，也
是別人的子女，有至親家人，也有自己
的未了心願。很可惜，港府抗疫無能，
官不殺伯仁，伯仁因官而死。

更令人不忍卒睹的是，疫情發展至
今，總算稍為回落，但當局處理死者身
後事，依然在歎慢板。醫管局簽發死亡
證固然敷衍塞責，以致家屬遲遲無法領
回遺體；食環署的火葬場地，同樣不敷
應用，要待和合石火葬場新建成的兩個
火化爐提早於本月7日投入服務後，才
有望加速處理。至於殯儀業界拒收新冠

死者的情況，也未見明顯改善。業界透
露，目前只有兩、三間殯儀館，願意接
受新冠死者舉辦喪禮，導致仍有大量屍
體堆積。為了加快流程，只能建議家屬
一切從簡，連 「守夜」 等儀式：都要取
消。許多新冠患者由入院一刻開始，便
跟親人相隔，直到死前一刻，都不能見
到最後一面，詎料家屬連為死者舉辦一
場體面的喪禮，也不可得之！此真是生
者痛，逝者悲，莫此為甚。

好好的香港，如今卻是悽悽慘慘戚
戚，孰令致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正如有學者指出，本港新冠死亡率冠絕
全球，尤以安老院舍為重災區，半數疫
歿者都是院友，全港逾九成安老院舍爆
疫，一半院友中招。這些慘絕人寰的情
況，並不是無緣無故出現的，歸根究柢
是港府從來沒有為這一波疫情作過任何
準備，更無為高危的安老院舍，制訂應
變方案，以致疫情來襲，中招長者只能
被丟在急症室外冒寒苦等，不但等不到

適切治療，反而令原本的長期病惡化，
有的甚至活活凍死。更有甚者，醫管局
拒收確診長者，反將他們踢返院舍，社
署袖手旁觀，終致疫情在院舍間不斷蔓
延，一發不可收拾。

由此可見，這7,800多條人命，全
部間接死於無能廢官之手。難為林鄭還
厚顏辯稱第5波疫情並非人為錯誤所致
，簡直就是無能無恥。疫情責任誰屬，
始終有一天水落石出，廢官亦終須被究
責，但當務之急，是趁現時疫情放緩，
而傳染力更強的新型變種病毒XE隨時
攻破大門之際，爭取時間做好準備，特
別是優化和加強長者暫託和隔離設施，
千萬不要重蹈覆轍。

老人的命也是命。今個清明節，既
要慎終追遠，更要記取教訓，望港府戒
之慎之！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 清明時節清明時節 怨紛紛怨紛紛 楊楚楓楊楚楓

投資顧問蕭雲祥投資顧問蕭雲祥，，顏琦談顏琦談：：
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

（本報訊）投資顧問蕭雲
祥、顏琦談資產配置的原則及
方法如下：

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
(Asset Allocation)
一. 投資的目的固然是要

增加回收, 但是風險控制也不
能忽略. 理論上, 高風險(Beta)
高回收, 低風險低回收. 此刻,
存錢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有
些歐洲國家是負利率). 美國國
庫債券十年利率只有1.3%左右
, 比通膨指數3-5%都低, 成本
都不夠. 但是投資股市和房市
價格都偏高, 風險高. 投資人應
當如何面對? 資產分散配置是
較佳的良策.

二. 資產如何配置呢？
1. 了解自己的需求, 控制

風險系數(Beta值)

2. 在同一風險系數中, 找
到品質好回收高的產品及投資
標的.

3. 利用低買高賣的原則,
危機入市, 長期持有. 千萬不要
追漲. 要有耐性, 每年市場都有
二~三次5-10% Pull Back

4. 養成儲蓄的習慣, 每月
或每季, 每年定期定量的投入
市場.

5. 一定要品質管理, 只買
高品質的投資標的.

6. 不懂或沒時間研究股市
, 只買基金或指數, SPY, QQQ,
DIA 即可.

7. 時間是我們的朋友. 長
期持有高品質的指數或基金,
即使偶有損傷, 最終仍會獲利.
長期持有十分重要.

8. 養成存錢到有減稅, 緩

稅功能的管道. 如 401(k), 403
(b), IRA, Roth IRA, FIUL, FIA, 久
之必能有成.

9. 年輕人投資組合 Beta
值可高一些(0.8-1), 退休人士
Beta值要低一些(0.4-0.7).

10. 最好有位有經驗的可
信賴理財顧問輔助, 提供你最
新的各種財經資訊及產品管道
.

最後資產配置的原則就是
達到: 保本, 增值, 減稅, 家庭保
障, 及順利傳承.

通過聰明有智慧的配置,
在合理的風險管控中回收比通
膨高的利潤.

投資顧問: 蕭雲祥, 顏琦
電話: 713-988-3888
832-434-7770,

713-261-8794
蕭雲祥蕭雲祥 顏琦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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