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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
教宗
：戰火蹂躪 理解各國買武器自衛
（中央社梵蒂岡 15 日綜合外電報導
）教宗方濟各今天在主持復活節遊行之
前表示，他能理解，各國政府處在飽受
戰爭之苦的世局中，何以會購買武器自
衛。
法新社報導，教宗以往曾說，花錢
購買武器是 「玷汙」 人性的行為。
復活節遊行在羅馬競技場舉行之前
，教宗接受義大利 「國營電視廣播公司
」 （RAI）訪問時表示： 「我能理解那些
購買武器的政府，我可以理解。」
他說： 「我不認為這樣做是對的，
但我可以理解，因為我們必須自我防衛
。」

（路透社
路透社）
）

在今天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
的 「拜苦路」 （Via Crucis）遊行中，可
望會有烏克蘭和俄羅斯女性扛上十字架
進行儀式。耶穌受難日是紀念耶穌基督
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日子。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背景
下，烏克蘭駐教廷大使 12 日對此安排表
示 「擔心」 。
這將是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爆發以來，教宗首度主持的
復活節儀式。2020 年和 2021 年復活節
期間，教廷在聖伯多祿廣場（Saint Peter's Square）舉行規模減縮的拜苦路儀
式。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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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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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著華觀點
星期一

2022年4月18日

Monday, April 18, 2022

A2

李著華觀點:: :侵入媒體
李著華觀點
: 侵入媒體---世界首富馬斯克企圖掌控言論市場
世界首富馬斯克企圖掌控言論市場
集財富 、智慧、經營與創新於一身的世界首富馬斯克，他的一言一行動見觀瞻，他所
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對股市造成重大影響, 而往往他又語不驚人死不休, 現在他最新的一個說
法是想以 430 億美元買下 Twitter 這家社群媒體公司，使之成為他自己的私人企業, 他並警告
如果遭拒，他會把手中所持的 Twitter 股份賣光, 這下可讓推特進退維谷, 不知如何接招了。
最近以來, 馬斯克對推特十分不滿, 尤其對推特查封許多名人帳號深深不以為然, 他直言
收購推特就是想讓推特成為一個自由言論市場, 他強調擁有一個受人信賴與廣泛包容的公共
平台對於文明社會的未來極為重要, 所以他願以高價來買下 Twitter 。 馬斯克所說的任何一
句話都言之成理, 但如果他真買下了推特全部股權而成為自己一個人掌控的公司，那就很難
讓人相信他會真正遵循新聞規範與社會倫理去執行社群媒體的經營, 推特曾在去年永久封禁
川普的帳號以防止他進一步推送煽動暴力的訊息,有人為川普感到不平, 認為社群媒體權力過
大,川普也斥責推特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權。
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觀念,因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保的是指政府公權力不能夠限
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那是憲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它禁止的對象是政府,而非人民, 並且政府
官員也不在這條修正案保護之內, 川普顯未釐清此界線, 更重要的是, 社群媒體都屬於私人公
司, 都不是由納稅人的錢所創設, 他們當然有自己的營運政策與規定, 任何人一旦違反了，他
們當然有權禁止與查封, 這與剝奪言論自由是兩碼子的事。
Twitter 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社群媒體，發送一條推特很簡單, 很快速，這與寫作一
篇文章大大不同，換言之，推特具有速度優勢，但卻沒有深度和廣度特色，一篇論文可以完
整的述說自己的理念和思維，所以在發表之前是可以斟詞酌句，避免犯規和犯錯，推特則不
然，輕輕一”推”, 什麼話都會脫口而出， 馬斯克若成功買下這個社群媒體平台，很可能第
一個恢復的可能就是川普的帳號, 那麼此後言論市場必會大亂, 那絕非社會之福。

李著華觀點:: 歷史第一 傑克森成為 第一位最高法院黑人女大法官
李著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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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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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將“亞速營
日本將“
亞速營”
”移出恐怖組織名單
俄方：
俄方
：日本是
日本是“
“新納粹
新納粹”
”幫兇
【綜合報道】日本方面作出一個決定，那就是將烏克蘭軍事組織“亞速營”移出恐怖組織的
相關名單。該消息發布後立馬引來輿論熱議。
早在幾日前，日本法務省下屬的公安調查廳就宣布，已經決定將烏克蘭“亞速營”移出該部
門編列的《2021 年國際恐怖主義要覽》。該部門認為，將“亞速營”定性為“新納粹組織”與事
實不符，並已經從《2021 年國際恐怖主義要覽》中刪除了相關內容。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日方通過這種行為公開表明了自己是“新納粹主
義”的幫兇。
4 月 13 日，扎哈羅娃直言，創建相關名單的日本專家需要為此事道歉，並強調，“日本似乎忘記
了亞速營在頓巴斯的血腥罪行，而且這種罪惡行為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並且持續了很多年”
。她還提到，日本並沒有從與納粹德國的聯盟中吸取教訓。
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日本主動站隊西方，相比對俄羅斯發起各種制裁之外，這次主動為“亞速
營”洗白更令俄羅斯感到氣憤。
之前，日本公安調查廳還在官方網站主頁上將其描述：“自稱”烏克蘭愛國者的新納粹組織
組建了“亞速營”的部隊，但僅僅時隔幾日，日本就改口稱，“之前所發布的內容不是公安調查
廳自己的評價。”對此不少網友直言：“這種打臉的事情，日本倒是信手拈來”。
要知道亞速營是在烏克蘭境內與俄軍對峙的新納粹軍事組織，但日本現在卻公然“裝瞎”。
亞速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 80 年代，早在 1982 年，烏克蘭的哈爾科夫地區就出現了一
名為“82 教派”的極端組織，該組織的核心思想就是為了宣揚新納粹主義，並極力主張烏克蘭應
該從蘇聯中獨立出來。
當時的烏克蘭是屬於蘇聯的加盟國，82 教派的宗旨有意把烏克蘭帶偏，並有明顯的分離主義思想
。但由於當時該組織與蘇聯政府軍事力量懸殊巨大，被蘇聯政府嚴厲打擊了一番。
隨著時間的推移，烏克蘭最終獨立，為了防止 82 教派影響國家發展，當時的烏克蘭政府也強力打
壓該極端組織。一直到 2014 年，烏克蘭政權徹底“西化”，激進的思想導致頓巴斯地區衝突頻發
，烏克蘭為了對抗頓巴斯的民間武裝力量，選擇支持 82 教派也就是現在的亞速營極端組織。
現如今的俄烏戰場上，亞速營奮力抵抗，這對俄軍來說是一種壓力。鑑於亞速營此前多次對
烏克蘭東部居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俄羅斯此次對烏開戰的任務之一就是清除烏克蘭的納粹組
織。從另一方面來說，俄羅斯這次轉移戰場直達烏東，也是一次反恐行動。

事實上，除了俄羅斯，西方媒體也曾多次報導相關“亞速營”的新聞，並稱該組織的新納粹
主義背景對烏克蘭政府存在危險。可見，日本此番為亞速營“洗白”的行為，實在令人感到費解
，莫不是想同流合污?
但可以預測，清剿亞速營是俄羅斯的底線，日本把“亞速營”移出恐怖組織名單，絕對會讓
俄羅斯把日本“另眼相看”！

韓媒：
韓媒
：統計結果顯示去年韓國離職者近半是非自願離職
【綜合報道】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全經聯）的一份統計
顯示，韓國 2021 年全體離職者中因公司倒閉和裁員等原因不得不
離開工作崗位的“非自願離職人員”佔比 47.8%，為 157.7 萬人
，較五年前（即 2016 年）增加 25.4%。
據韓聯社 4 月 16 日報導，統計報告顯示，韓國就業質量也在
不斷惡化。去年，韓國每周平均工作時間超過 36 小時的“長時間
就業人員”較 2016 年減少 143.1 萬人，即減少 6.7%。週工時不
足 17 小時的“超短時就業人員”反增 88.5 萬人，即增加 69.9%
，其人數自 1980 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首超 200 萬。
在錄用者方面，去年韓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比 2016 年減少
21.6 萬人，即減少 4.7%，韓國政府為應對問題推出的公共就業
項目的就業人數則大增 81.2 萬人，即增加 28.3%。
韓國製造業中，週工時在 36 小時以內的“短時間就業人員”
佔比 11.9%，遠低於公共部門的 34.5%。報導指出，這可被視為

該領域工作崗位的就業穩定性較差。
韓國製造業的就業不穩問題還導致 40 多歲人群的就業不振
。 40 至 49 歲人群的就業率近五年來下降 2 個百分點，為 77.4%
，甚至低於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 77.6%。韓全經聯指出，用
人需求下降、短時間工作崗位激增、製造業崗位減少、40 多歲就
業不振等問題可以通過激活民營經濟來解決，目前亟待擺脫政府
主導的創崗模式，提高民間企業的用工需求。
另據報導，韓國企劃財政部 4 月 15 日發布了《最新經濟動向
》（即綠皮書）4 月刊。該綠皮書指出，雖然韓國出口、就業形
勢有所好轉，但受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的擴散、烏克蘭局勢持續動
盪等因素拖累，韓國內需複蘇受限，物價漲幅擴大。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 3 月 23 日報導，國際信用評級公司惠譽
將今年韓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期從 3.0%下調至
2.7%。

法治天地

在诊所帮过忙就敢给人治病！
一针下去，要了邻居的命……

法庭上后悔不已
10 点 10 分左右，洪军的一位老乡看见洪军家
的门敞着，就走进去，却看见洪军面色苍白、陷
入昏迷，一旁站着手足无措的李媛，桌子上散乱
地放着针剂，这位老乡觉得情况不对，立即拨打
了 120。
15 分钟后，洪军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医院的诊
断记录显示，洪军被送到医院后，全身发紫，虽然
经过抢救短暂恢复了心跳，但过后不久，情况便急
转直下，洪军很快被医院宣告死亡。
法医鉴定认为，洪军的死亡原因是静脉滴注头
孢曲松钠过程中发生药物过敏反应，导致多器官功
能障碍而死亡。
在医院里，李媛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李媛夫
妇居住的出租房里，药品和针剂摆放凌乱，民警从
其中查获了各种输液器、注射用药。
被带走后，李媛对民警反复强调：“我以前学
过两个月医，我在这里也没有店面，就是跟街坊说
我能开药，洪军要治病，是他自己找到我的。”

“就在卫校学过一两个月”
这不是 53 岁的李媛第一次因为非法行医受到
法律的处罚了。
公安机关的调查显示，2007 年，在没有取得医
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李媛在北京市大兴区一间出
租房内私开了一家小诊所，没几个月就被群众举报
查处，李媛也被行政拘留了 5 天。
之后，李媛就回到河南老家，一直务农。李媛
和丈夫育有两子，2018 年，她在京的儿子生了孩子
，李媛夫妻俩便又来到北京帮忙带孩子。来北京后
，他们一直住在出租房里，没有工作。
为了赚点钱，李媛重操旧业，她告诉周围四邻
，自己以前在老家开诊所，能给人看病。邻居们口
口相传，不久，还真有人找李媛看病。或许是吸取
了 2007 年那次受处罚的教训，李媛没有重新开诊
所，而是选择上门出诊或者让患者到自己的出租屋
里求医。

在诊所帮过忙就敢
给人治病！一针下去，
要了邻居的命……
2022 年 1 月，北京市
房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本
案。
检察官认为，李媛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
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336 条第一款，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李媛数次向法官表示，她
已经认识到自己非法行医造成的严重后果，非常后
悔，表示认罪。在一个小时的庭审中，李媛说了 14
次“我认罪认罚，我有罪！我对不起洪军家人。”
在法院审理期间，李媛的家属代其向被害人家
属赔偿了 60 万元，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李媛非法行医案庭审现场。︵图片来源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每次被检察官提讯，李媛都会泪流满面。她一
“为什么要换成曲松钠？”案发后，办案检察
一个找过李媛看病
直絮絮叨叨地说：“我只是给洪军输了 2 分钟液， 官讯问李媛。她回答得很简单：“药用完了，就换 的邻居告诉民警，自己
为什么要把他的死全都算在我头上？”
了。我也是看包装上的说明来用药的，具体是否准 曾因突发腹痛找过李媛
确，我也不太清楚，就觉得都是头孢类。”
看病，李媛给了一些药
输液 2 分钟，病人说不舒服
“病人陷入昏迷，你是否实施了急救 ，收费 20 多元，“虽然
没见有好转，但吃了药
2020 年 5 月，49 岁的洪军在北京建筑工地干活 措施？”
，身体也没有啥不良反
时，右脚不慎被石头砸伤。受伤后，洪军在骨科医
李媛向检察官表示：“我看到他昏迷了，就 应”。
院进行了手术治疗，脚里安插了钢针进行矫治。7 赶紧返回家中取了一些维生素 C 注射液，打算加
案发后，李媛告诉
月，洪军回医院复查，医生把钢针取了出来。
入注射液中，给他进行抢救。”但对于为什么要 民警，她看病使用的药
在家养了一段时间，洪军的右脚却始终没有痊 注射维 C，维 C 是否能缓解病人的症状，李媛却 物是从老家的一些药品
愈，反复红肿、化脓，无法正常行走。听说邻居李 答不上来。
批发部买的，“哪个批
媛会给人看病，两人又是河南老乡，洪军就找到了
2021 年 8 月 17 日，李媛被公安机关逮捕，11 月 发部卖得便宜，就从哪
她。
11 日，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将 里买。”
2020 年 7 月 5 日，李媛开始给洪军输液，一连 本案诉至房山区法院。
李媛学过医吗？从
输了四五天液，李媛提供一次性针剂、消毒用品及
“我们每次提讯她，她都表示没想到会发生这 李媛丈夫所做的笔录中
药水，一共收取了 400 多元钱药费。输液前，李媛 样的事，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可以得知，20 世纪 90 年
曾问洪军对头孢是否过敏，洪军告诉她：“在医院 。”检察官说。
代，李媛曾在其公公开
治疗的时候，用的也是头孢类药品输液，用头孢应
李媛还提出，输了一两分钟液，人就没了，不 设的老家诊所里帮了几
该是没有问题的。”
能把责任都怪到她头上。李媛的辩护律师也提出， 年忙，学会了一点看病
于是，李媛没有给洪军做皮试，直接给他输入 不能排除洪军自身的一些基础性疾病造成了最终的 开药的基本常识。
了头孢呋辛药液。前四天输完液，洪军及家人都未 死亡结果。
检察官告诉记者：
发现洪军有任何异常。输液的第五天，李媛照例到
检察官介绍：“对于类似案件，我们要审查被 “李媛自己说，在老家
洪军家给其输液，但她把药换成了头孢曲松钠。
害人的死亡原因与行为人非法行医行为的因果关系 的卫校里学过一两个月
当天上午 10 点 5 分，输入头孢曲松钠滴液还不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同时与北京市检察院 ，但是实际上学到什么
到 2 分钟，洪军就说不舒服，10 点 8 分左右，洪军 法医取得了联系，进一步明确了被害人的死亡原因 ，她自己也说不清。经
就已经晕迷了。李媛也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
系药物过敏，而非高血压等。李媛的非法行医行为 核实，李媛并未取得医
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非 生执业资格。”
法行医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一针要了人的命

法院认定，李媛具有自首情节，并已经取得了
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因此判处李媛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关于使用头孢类药品致人休克死亡已有多个案
例。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虽然很多药品都带有
“头孢”字样，类似于头孢呋辛与头孢曲松钠等，
但实际上无论是药物作用还是药理都不一样，每位
患者也存在个体差异。生病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谨遵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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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防疫體系大轉變“
韓國防疫體系大轉變
“模範生
模範生”
”選擇躺平了
選擇躺平了？
？
【綜合報道】韓國防疫部門 4 月 15 日稱，韓國 14 日新增 125846 例新冠確診病例，與此同時，韓國
政府宣布調整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全面解除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以及新冠確診病例可不再接受隔離等
，韓國的疫情防控體系，似乎發生了 180 度大轉變。
這個曾被稱為“抗疫模範生”的國家，在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持續擴散，日增確診病例仍維持
在 10 萬例以上的情況下，為何選擇解除大部分防疫措施？而韓國做出這種選擇的代價又有多大呢？
防疫新政：新冠確診病例免除隔離
韓國疾病管理廳 14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韓國單日平均確診病例於 3 月第三周高達 404604 例，4 月第
一周減少到 218490 例，4 月 10 日至 14 日的日均確診病例為 161996 例。儘管確診病例增速趨緩，但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尚保持在 10 萬例以上，且再感染病例不斷增加。
在此情況下，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 15 日主持防疫會議時表示，政府決定從 18 日起全面解除保持社交
距離措施。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發布“後奧密克戎時期應對計劃”，旨在確保防疫和醫療系統長期保持正常。
這也是韓國在疫情暴發 2 年零 3 個月後，首次正式宣布醫療系統復常。具體來看：
4 月 18 日起，公眾聚集場所營業限時、私人聚會限員、大規模活動等將全面解除。
4 月 25 日起，電影院、室內體育設施等室內公眾聚集場所禁止飲食的措施將全面解除。
5 月下旬起，新冠確診病例不再接受隔離，並可在任何醫院和診所當面看病。
6 月起，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者，入境韓國時將一律免除隔離，針對入境者的核酸檢測次數將減至
一次。
但韓國政府並未取消民眾佩戴口罩的義務。韓政府還表示，今後若出現強大的變異株，韓國仍將重
新實施入境限制措施，如有必要，還將重啟保持社交距離和居家治療措施。
“抗疫模範生”選擇“躺平”， 代價有些大
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在韓國暴發初期，新增確診呈指數增長。在韓政府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後，
疫情於 3 月趨緩。韓國也被國際社會認為是表現出色的“抗疫模範生”。
然而，兩年後的 3 月，韓國再度捲入疫情“黑色漩渦”，日增確診一度超 60 萬例，高居全球之首。專家
也多次警告，韓國醫療系統面臨重壓。今年以來，韓國累計新冠確診已超 1500 萬例，死亡病例逼近
15000 例。
疫情形勢仍不容客觀，但韓國為何逐步放寬防疫，選擇“躺平”？
韓國疾病管理廳發言人高在英(音)4 月 14 日透露，疫情高峰期已過，防疫部門和研究人員預測，疫情將在今後一段時間持續趨緩，現在需要轉變防疫防控體系。
對此，韓國《中央日報》稱，有看法認為，韓國解除保持社交距離措施，會降低人們的緊張感，導致危險水平上升。
韓聯社也對此表示擔憂，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仍居高不下，而且再感染病例增加，新變異株出現的可能性猶存。另外，屬於高危人群的 60 歲以上確診病例佔比超過 20%，或引發危重症患者增加
。
此前，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略組組長孫映萊曾表示，考慮到奧密克戎變異株致死率低，因此不必進一步加強防疫響應。然而，世界衛生組織近日警告稱，較低的病例數和死亡人數不一
定意味著“較低的風險”。
本週，評估新冠疫情全球狀況的國際衛生條例應急委員會一致同意，新冠疫情仍然是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強調，新冠病毒仍然致命，“現在遠不是放鬆警惕的
時候，而是更加努力拯救生命的時候”。

法國學生抗議馬克龍和勒龐，
法國學生抗議馬克龍和勒龐
，警方用催淚瓦斯驅散
(綜合報道）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將與其競爭對手：極右翼
政黨總統候選人勒龐在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對決。然而，
法國的一些學生堅持認為，上述兩者都遠遠不能代表他們的理想
。
數百名學生聚集在法國幾所大學外，抗議即將到來的總統選
舉第二輪投票，尤其是抗議他們缺乏選擇的餘地。佔領和封鎖巴
黎索邦大學部分建築的學生高呼“索邦，索邦，反法西斯”和
“不要勒龐或馬克龍”。抗議者還掛起了橫幅，上面寫著“索邦
大學佔領了馬克龍、勒龐和他們的世界”。
與此同時，法國共和國保安隊（CRS）將抗議者封鎖在了索

邦廣場。
CRS 的警察們開始與抗議的學生們在廣場上推搡，並向人群
投擲催淚瓦斯。據法新社報導，學生們則通過扔垃圾桶、滅火器
和家具來抵抗清場行動。
名為克萊門斯的一名抗議者告訴媒體稱：“馬克龍和勒龐，
他們根本不代表我們。這是兩個同樣糟糕的選擇，我們厭倦了不
得不在就像是在鼠疫和霍亂之中二選一。”
報導指出，抗議的法國學生們也聚集在其他校園。幾十名抗
議者在巴黎政治學院校園設置了路障，另有大約 150 人封鎖了巴
黎政治學院中央大樓的入口。巴黎政治學院是馬克龍的母校。抗

議者也出現在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校園裡。
據美聯社報導，反對第二輪投票的學生當中，有很多人支持
左派候選人梅朗雄。但梅朗雄在第二輪選舉中以微弱的差距輸給
了勒龐，因此未能進入第二輪。
4 月 10 日，法國舉行了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現任總統馬克
龍以 27.8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勒龐則以 23.15%的得票率緊
隨其後。兩人將在 4 月 24 日舉行的第二輪投票中角逐法國總統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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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
GMCC
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
每周三《美南時事通》GMCC 萬通
貸款的創始人 James Jin 和他的團隊接
受采訪，分享很多貸款的實際案例。講
述在目前這種高通脹的狀態下，消費者
最關心的話題，如何讓自己手裏的錢保
值。
GMCC 萬通貸款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產品，有觀眾咨詢，如今房市很火，孩
子剛工作，錢不夠，可能經濟上需要支
持，所以在貸款中就會有贈予這樣的行
為， GMCC 萬通貸款就有這樣一款 gift
fund 的產品，兩者之間有什麽區別？請
關註每周三晚上 7 點半播出的《美南時
事通》。
其實對於貸款來講，每個人的情況
都是不一樣的，GMCC 萬通貸款要為消
費者量身定製貸款計劃，目前的這種利
率上漲的情況下，在 GMCC 萬通貸款依
然可以拿到非常好的利率。在眾多案例

，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貸款需求。如果
您目前有計劃搬家購置新屋，其實並不
是一定需要賣掉您現有的住房來進行第
二次購買的。節目中 GMCC 萬通貸款的
Iris 也會給我們解讀相關的貸款計劃。
目前，萬通貸款除了在加州、德州、佛
羅裏達州，在 22 個州都擁有執照並在開
拓業務。而且如今市場通脹，很多消費
者在這種情況下會認為買房是一種好的
投資選擇。而 GMCC 萬通貸款作為資深
的貸款機構非常受建商和房產經紀人的
支持的，貸款計劃比較豐富，吸引了非
常多的合作夥伴。對每個消費者也會有
不同的產品計劃。如果您有問題咨詢，
歡迎與 GMCC 萬通貸款取得聯系，他們
的電話是 832-982-0868。歡迎收看我
們每周三晚上 7 點半播出的《美南時事
通》，聽專業人士分析貸款技巧。

休城工商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九十三)

投资公寓首选！
休斯顿凯蒂Grand WestCondo
Q

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低贷款利息及印钞振
聯禾地產中國城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713-630-8000
電話：346-998-8000
新经济，近两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近乎白热化。面对不断疯涨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的房价与租金，不少人兴起投资置产收租的念头。本期就来分
118, Houston TX 77036
A1, Katy TX 77449
析在美国投资公寓需要考虑哪些重要条件，让您投资不失利！
美国联邦储蓄银行（联准会Fed）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监管银行和提 休斯顿凯蒂大学城商圈（ Katy University Center ）

供支付清算系统。当景气过热会启动升息来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经济泡沫； 凯蒂佳苑坐落在休斯顿凯蒂大学城商圈内，邻近休斯顿新兴地标凯蒂亚洲城。居民可步行到达
而当景气衰退则降息通过货币供给增加市场流通性。面对新冠疫情的冲
亚洲城，享受多元的亚州风味如：中式、韩式、越式、日式、马来西亚式菜色，包含知名连锁
击，联准会采取调降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美国经济回温。

关键 1: 地理位置优越

美食餐厅85度C, Kura, 海底捞, 添好运, 杏记甜品。此外，还有喜满客影城、购物中心及全美
最大的旗舰超市HMart，满足日常食衣住行育乐需求！

德州的城市凯蒂（Katy），是休斯顿地区蓬勃发展的卫星城之一，现有
超过31万名居民。由于经济繁荣、房价亲民，及优异的教育环境，凯蒂
成为众多中产华裔与亚裔购房居住首选。加上当地政府推动造镇计划，
吸引多个大型商业地产与百货投资，凯蒂成为休斯顿地区最受亚裔群体
喜爰宜居之地。凯蒂佳苑邻近高速公路洲际 I-10 和99号公路交会处，便
利出行大休斯顿各区，到休斯顿市区开车也只要30分。

关键 3: 邻近大学校园创造稳定收益

蒂凯佳苑邻近凯蒂优良学区，不论是短期投资，赚取稳定的现金收益率，还是长期持有，等待
房产增值出售赚差价，都是相当划算的选择！根据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22年德州地区最佳学区排名，从德州1200个学区中选出Top 25，休斯顿有四
个学区上榜，而凯蒂独立学区（Katy ISD）在休斯顿排名第一。目前凯蒂独立学区有 83,423
学生，教育体系从学前教育到K-12都相当完整，深受家长青睐，周边的租屋需求也相当热

关键 2: 便利生活圈

门。投资蒂凯佳苑公寓出租，每月将为您创造固定现金流！

休斯顿大学 - 凯蒂校区

休斯顿社区大学

于美国传统的都市规划属于住商分离，更注重打造广场型商店与餐馆聚

世界崭露头角的机会。UHV凯蒂校区

Community College休斯顿社区大学。市政府批准其

集的一站式购物中心，满足现代社会年轻人和老年族的需求。不论是购

已连续四年被评为凯蒂最佳学院，为

24英亩的学院用地，耗资5500万美金，将打造一座14

物、娱乐还是用餐皆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并结合了公寓、医疗服务等

此地区提供最高品质的教育资源，吸

万平方英尺的全新教学楼，至少容纳7000名学生，提

等，达到完善的生活环境。

引大批凯蒂地区的居民前来就学。

供凯蒂地区优质的学习环境。

选择投资目标，须注重该区域的生活机能，最好能选择交通便利的时尚
生活圈。时尚生活圈的特色是：商业区和住宅区没有明显的界线。有别

蒂凱佳苑
grand west condos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346) 998-8000

休斯顿大学UH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在

简约别致的生活方式
凱蒂大學城商圈
KATY

和休斯顿大学一街之隔的，就是正在开发中的Houston

1B/1B 2B/2B From $250K

投资
第二个家
企业住房

Investment
Second Home
Corporate Housing

聯禾地產中國城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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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江阴追鸟
陶

青

惠刚是小学老师，供职于北漍中心小学，教
语文和体育，同时兼做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工作。
业余时间，惠刚喜欢摄影，而且他的摄影有一个
永恒的主题，就是千姿百态的鸟雀。惠刚爱鸟、
怜鸟，常年痴迷拍鸟。

一
惠刚的老家在北漍 （现属顾山镇），地处江
苏江阴东乡，那一带地势低洼、是一片广袤的水
乡泽国，当地人特地造了个“漍”字，用以形容
自己多水的故乡。北漍的水确实多，那里的地名
大多与水有关，如黄家圩、萧家圩、相家圩等。
水多，环境好，各种各样的鸟便多了起来。惠刚
的老家黄家圩四面环水，只一座小桥与外界沟
通，他家的门前是条河、屋后是竹林。惠刚小时
候见得最多的，便是河边的水鸟，再有就是竹林
里叽叽喳喳的雀鸟。他至今还记得鸟儿飞过水
面、掠过竹梢时那轻盈的身姿，惠刚说，杜鹃鸟
一叫，他的童年就回来了。
上世纪 80 年代，惠刚师范毕业，走上了北
漍中心小学的讲台。这是一所百年老校，三面临
水，极似惠刚老家。校园内花木扶疏、鸟鸣啁
啾，惠刚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教学之
余，便在校园里用相机为鸟雀留下美丽的倩影。
惠刚觉得，这些鸟雀姿容高洁、气宇不凡，每一
只都是可爱的精灵。
10 多年一晃而过，惠刚的拍鸟事业风生水
起，他的拍鸟地盘也从校园扩至黄家圩，再扩至
赤岸村，继而扩大到北漍全境。电脑里存放着惠
刚近些年的拍鸟成果，寻常的灰椋鸟、燕子、白
头翁、鹭鸟，珍稀的白脊翎、棕背伯劳、斑鱼
狗，濒危的黑翅长脚鹬、水雉等，林林总总的鸟
雀，都在惠刚的镜头里占着自己的一席之地。惠
刚介绍，目前北漍的本土鸟类约有上百种之多，
仅鹭鸟就有白鹭、苍鹭、夜鹭、池鹭、牛背鹭
等，经他之手留下照片的，起码有六七十种以
上。说起来不免让人诧异，一部普通相机、一个
长焦镜头、一副三脚架、一套迷彩服，便是惠刚
拍鸟的全部家当。

二
香山脚下有片樟树林，距黄家圩不远，樟树
高大粗壮、枝柯交错，望去一派葱郁。一次惠刚
寻鸟经过此地，见樟林里栖落着不少大大小小的
鹭鸟，有的白、有的灰。它们或在树冠上空低
翔、或在樟树枝头跳跃，闪转腾挪，好像一缕缕
云彩在舞蹈。惠刚找了块高地，端起相机一阵狂
扫，可令他遗憾的是，出来的照片太“水”，缺
乏意蕴和冲击力。回家后，惠刚找来几根宽窄适
中的木板，截成几十块脚踏板，每块长约一拃。
他在林中看好一棵最高的樟树，把几十块踏板从
下到上固定在树干上，自己则缘着踏板，交错着
向上爬升。终于爬到樟树最高端的分叉处了，惠

刚喘口气，一屁股坐了上去。在这里，鹭鸟纷飞
的景象尽收眼底。惠刚说，自从占据了樟林制高
点，把自己也变成一只鹭鸟后，他拍出的鹭鸟姿
态各异，画面质量明显较以前强了许多。
爬树也不总是轻而易举。毕竟 80 公斤重的
人呢，每次上去，惠刚都累得腰酸背痛，何况还
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次，惠刚正聚精会神
拍摄一对白鹭，“啪”地一声，一条大蛇从天而
降，把他吓得不轻。这之后，惠刚花钱在樟林中
搭了个观鸟塔。观鸟塔用金属脚手架搭成，10 多
米高。塔的最高层是个 2 平方米大小的平台，远
远高出树巅，四周罩着密密的黑网，网的每一面
都开着两个小孔，用以置放相机镜头，而镜头下
面就是鹭鸟的家园。观鸟塔搭成后，惠刚会在早
晨 5 点到 8 点、下午 4 点到傍晚 7 点之间攀上塔顶
平台，猫着腰，一待就是几小时。那以后，凭借
几近零距离的拍摄，惠刚镜头下的鹭鸟现出了别
样风采。为了拍摄这些精彩瞬间，惠刚尝够了寂
寞的煎熬，还有初夏成群结队蚊虫的侵袭。
观鸟塔搭在樟林中，观鸟亭则建在藕塘边。
藕塘是赤岸老街东北面的一片水塘，约有 120 亩
左右，水塘里植有成片的莲藕。每年春天，广阔
的藕塘不但吸引了喜鹊、斑鸠、白头翁、黑水鸡
等大量本土鸟类，更成为赤麻鸭、伯劳、水雉等
众多候鸟的加油站，它们在这里觅食、歇息，为
漫长的征途补充营养、积蓄体能。观鸟亭是赤岸
村建造的。村里投资 15 万元在藕塘边打造了这
样一座双层观鸟亭，集护鸟、科普、环保教育于
一体，提升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水平，也为惠刚倡
导的生态教育注入了鲜活内容。这些年来，在北
漍中心小学的支持下，惠刚倡导成立了少年科学
院，从鸟类研学和环保教育做起，将爱鸟、护鸟
融入少先队活动体系，大力开展生态教育。同学
们跟着惠刚观鸟、拍鸟，倾听大自然的心跳，并
利用节假日走上街头宣传鸟类知识，普及野生动
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三
春天说到就到，每逢此时，惠刚会告别汽

车、开起电瓶车，生怕惊扰鸟雀恬静的生活。天
朗气清，惠刚带着“少科院”成员来到藕塘，他们
要对这里的鸟类进行新一轮调查。如今的藕塘已
成为“少科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学生们或端相
机、或持望远镜，屏心静气、仔细观察，并不时
喃喃低语、相互交流。惠刚说，家乡的环境越来
越好，北漍的鸟儿越变越多，今年藕塘里的鸟儿
就比往年多了好几种，仅黑水鸡就有 100 多只，
称得上是黑水鸡的乐园了。
清明在家，忽然接到惠刚的电话，说上午有
群黑翅长脚鹬光顾藕塘，共 14 只。黑翅长脚鹬
属候鸟，黑背白腹，长着一双红色的长脚，身材
高挑。惠刚在电话里说，长脚鹬在迁徙途中一般
只在“加油站”停留几个小时，让我们快去。
于是和朋友一起上路，约摸一小时后，到达
藕塘。长脚鹬还没启程。惠刚示意我们放慢脚
步，说长脚鹬胆小，不要惊动了它们。我们在距
藕塘 10 来米的地方停下，举起手中的望远镜，
仔细观察起来。长脚鹬排着宝塔形的队伍，双脚
涉水，正低头在水里搜寻着食物，俄顷，又抬起
头，在水中慢慢踱步，仿佛一组美丽的五线谱，
姿态颇为优雅。我们痴痴地看着，惠刚则在边上
不停地按动快门。大约过了 10 来分钟，领头的那
只鹬鸟忽然双肩一耸，两脚随即在水中踩出几点
水花。紧接着，两道黑色的弧线一闪而过，还没
等我们缓过神来，鹬鸟一声鸣叫、飞上了蓝天。
其它长脚鹬见状，纷纷紧随其后，振翅高飞。
我们怔怔地立在塘边，目送长脚鹬飞去。许
是留恋藕塘的环境吧，一开始，长脚鹬飞得并不
快，只在水塘上空盘旋。它们频频扇动翅膀，双
脚笔直地伸向后方，用自己流畅的身姿在空中写
下一首优美的诗篇。慢慢地，长脚鹬加快了飞行
速度，不一会儿便淡成一串小小的圆点，融进湛
蓝，渐渐消逝在天边。
题图：本文主人公惠刚正在拍摄鸟雀。
马 边摄
上图：藕塘里的黑水鸡。 黄惠刚摄
左图：北漍中心小学少先队员在野外观
鸟。
黄惠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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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2022 年 3 月 21 日，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和国防部长齐聚布鲁塞尔。在会议上，欧盟各国
官员做出了一项决定——批准“战略指南针”计划。
何为“战略指南针”？在欧盟的官网上，它被解释为：“为了能够在危机爆发时迅
速而有力地采取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合作伙伴一起并在必要时单独行动，欧盟将建
立强大的欧盟快速部署能力，可部署多达 5000 名士兵以应对不同类型的危机。”
简单来说就是，欧洲军来了！

战争加速了一切
欧盟 27 国独自筹备快速反应部队的“战略
指南针”计划，早在 2020 年就被提出。而欧洲
脱离北约独自组建军队的提议，从上个世纪就
开始层出不穷，但一直没能付诸实践。
其原因主要是欧盟成员国内部无法达成一
致，尤其是东欧、爱尔兰等国，在国防方面较
为依赖美国，并不相信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大
国组建的欧洲军能提供足够维护自身国防需求
的军事力量。
在过去，欧洲各国的安全需求并不一致。
而从今年爆发的俄乌战争、高加索地区冲突、
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及摩尔多瓦动荡不安的形势
，让欧洲明确了自身的主要安全威胁。
正如德国总理朔尔茨说的：“对于我们这
一代人来说，欧洲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尽
管这句话明显忽略了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和后
续西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冲突，但也
表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可以说，外部环境的危机加速了欧洲军的
上马。为了塑造一个“在安全和防务方面更强
大、更有能力”的欧盟，这支欧洲快速反应部
队涵盖了安全和防御政策的方方面面。
按照欧盟官方的说法，快速反应部队将围
绕四大支柱来构建，即：投资、防务安全、合
作伙伴和军事行动。
首先说“投资”。这里的投资，并非是以
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投资，而是指欧盟 27 国对自
身国防和欧洲集体安全需要负责的防务投资。
过去在北约的保护之下，欧洲武备废弛早已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
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战略指南针”计
划要求欧盟成员国承诺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并
且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推动成员国之间在陆地
、海上、空中、网络领域和外层空间的协同作
战能力，以及投资于欧洲集体的军事技术能力
，摆脱对美国工业、技术等方面的依赖。
在防务安全部分，涵盖了情报分析、网络
安全、战略预警等层面的多国合作，以加强欧
盟预测、威慑以及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在
官方文件中，该部分最后一条为“加强欧盟作
为海上安全参与者的作用”，也就是说，不排
除建立欧洲联合远洋舰队的可能。
合作伙伴部分则强调，与“志同道合”的
国家及组织展开合作。欧盟官网上列出了美国
、加拿大、挪威、英国和日本 5 个国家及欧安组
织、非盟和东盟 3 个地区组织。
军事行动部分，欧盟计划在 2023 年对快速
反应部队进行首次实战演习。目前计划中的欧
洲快速反应部队总人数为 5000 人，看起来规模

并不算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该部队不止包括陆海空三个军种，还有数
百名 CSDP（共同国防和安全政策）任务专家，
未来还有可能发展空天军、导弹部队、网络信
息战略支援部队等其他军种。
更重要的是，“战略指南针”计划给了欧盟
筹建军队以法理依据。只要条件允许，欧洲快速
反应部队的规模可以随时扩大规模。既能以防卫
欧洲安全的名义，在全欧盟的范围内进行募兵，
也可以吸纳欧盟各国的武装部队作为预备力量。

脑死亡的北约
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筹建，固然是受到了
乌克兰局势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
于北约的“脑死亡”状态。
欧盟 27 个成员国当中，有 22 个是北约成员
国。北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国家提
供了安全保障。但问题在于，美国与欧洲的安
全诉求则各不相同，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与欧盟
背道而驰。
2019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
人》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他说“我们正在经
历北约的脑死亡！”
马克龙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特朗普在任时
期，美国相继退出中导条约和伊核协议，叙利
亚撤军的过程，这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利益。
而今，美欧之间面临更大的战略冲突。美
国不断拱火俄乌矛盾，自 2014 年以后每年都与
乌克兰举行大规模军演，这是酿成今日战争局
势的重要原因。
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不仅面临着重大安
全威胁，也面临着难民危机。美国只接收了 7 名
乌克兰难民，而欧洲光波兰和德国就接收了数
百万。
除了美国之外，北约的另一个成员国土耳
其，在国防战略方面也与欧盟各国有着很大的
差异。
首先，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地缘方面的矛盾
难以避免。历史上，两国打了 12 次俄土战争；
目前，高加索地区的矛盾背后也有俄罗斯和土
耳其的身影。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更是传出土耳其直
接操作无人机与俄军对战的消息。欧洲很多国
家都不愿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抗，但同为北约
成员国，如果俄土战火再起，却不得不被裹挟
进这场冲突当中。
另外，在美国撤出叙利亚的同时，土耳其
的军事力量迅速进入这一地区。引起了法国等
北约成员国的不满，在没有北约成员集体同意
的情况下，美国说撤就撤，土耳其说打就打，
说明了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对其成员完全没有控

制力。
因此，欧洲各国如果真的想要保证自身安
全，避免被牵扯进无谓的斗争当中，最应该做
的事情是与美国、土耳其脱钩。
话说回来，美国、土耳其两国与老欧洲貌
合神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在很多人的
印象中，法国是北约等西方集团的重要成员。
但实际上，作为欧陆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法
国一直想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中
间道路。
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法国在 1966 年曾经
退出过北约。原因在于，当时的法国领导人戴
高乐担心，随着美国对北约的控制越来越强，
法国的主权，尤其是军事自主性会大大削弱。
德国等国与法国有着相似的需求，只不过
由于国防自主能力的问题，并不能像法国这样
“任性”到从北约进进出出而不被美国针对。
在此期间，出于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2003 年俄、法、德三国首脑会晤，形成了短
暂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
2009 年，法国重回北约。外界普遍认为，
此举是为了让法国能在北约内部发挥作用，间
接促成欧洲防务独立的最终目标。

松散的巨人
经历了几十年的争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
的成立终于是板上钉钉了。可是，这支部队的
建设依然是问题重重。
首先，建立一支军队需要有足够的经费。
在军费投资方面，美国曾要求北约欧洲各成员
国军费占 GDP 比例不得低于 2%。世界平均水平
，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美国自己大概是 3.5%。
然而，有了美国的保护，欧洲各国完全
“躺平”。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当中，葡萄牙
的军费占 GDP 比例是 1.52%，西班牙是 0.9%，卢
森堡 0.56%，冰岛 0.3%。
这样的投入，欧洲各国军队的战斗力可想
而知。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曾多次举
行针对性军演，如“快速三叉戟”、“欧洲防
卫者”等等大规模演习。
演习阵仗很大，结果却很搞笑——在美军
投入力量不足的时候，北约军队甚至出现了被

模仿俄军的乌克兰军队爆锤的情况。
想要脱离美国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就需
要欧洲各国加大军费投入。增加军费预算对社
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都是一份不小的压力，过去
欧洲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在于不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目前，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
格的持续上涨，让本就低迷的欧洲经济雪上加
霜。如果再加上军费的增加，那么对于现阶段
的欧洲国家来说，压力不算小。
另一个问题在于，欧洲军组建出来，打谁
？在北约集团里，美国和土耳其的第一假想敌
当然是俄罗斯，但欧洲军可就不一定了。
欧盟成员里与美、土两国最为一致的国家
，是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在打压和敌视俄族人方面，这两个国家相比于
乌克兰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均不承
认俄罗斯人的合法公民地位，两国的俄族人都
沦为了无国籍人士。为了避免歧视和民族主义
者的暴力行为，许多人甚至不得不隐姓埋名，
隐藏自己的族别。
与“波三小”不同的是，巴尔干半岛的欧
洲国家有着传统的亲俄反土倾向。比如克罗地
亚就一直致力于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桥
梁”，乌克兰危机期间，克国总统还发声支持
过俄罗斯。
而希腊和保加利亚这两个东正教国家，主
要的国防压力均来自于邻国土耳其，希腊和土
耳其至今未能就塞浦路斯问题、岛屿争端和历
史问题达成一致，2020 年还发生过军舰碰撞的
冲突。土耳其曾释放的大量中东难民进入欧洲
，最受到冲击的就是希腊和保加利亚。
在欧洲南部的西班牙、意大利面临的最大
国防安全压力，是西北非这个火药桶。地中海
南岸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两国为了争夺在西
撒哈拉的利益，进行了多年的军备竞赛，几乎
已经在战争的边缘，一旦战争爆发，西、意两
国几乎必然会受到波及。
不同的安全诉求、捉襟见肘的财政和周边
一个又一个的隐患，欧盟这个松散的巨人能否
组建出一支有足够战斗力的军队，只有时间能
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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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通緝
殺人未遂犯桑托斯
（本報記者黃梅子）近
日，一名男子被指控在休斯
頓東北部槍擊另一名男子，
警方正在通緝一名 33 歲的男
子桑托斯•羅德裏格斯，第
262 州地方法院指控桑托斯兩
項使用致命武器進行嚴重襲
擊的罪名。
法庭指控 4 月 12 日周二淩
晨 4 點 50 分 左 右 在 Strathmore Drive 8900 街 區 發 生 槍
擊事件，桑德斯.羅德裏格斯

（Rodriguez）槍殺了 36 歲的
男子安德烈•傑蒙德•哈姆
（Andre Jermond Hamm）。
休斯頓警察在接到有關
槍擊事件的報案電話後趕到
現場，發現被害人哈姆背部
有槍傷。哈姆告訴警察，他
當時正在與羅德裏格斯會面
，結果對方一言不合就掏槍
射擊。急救車將將受傷的哈
姆送往地區醫院，所幸他情
況穩定、沒有生命危險。當

時哈姆的車裏也有一名婦女
，但她沒有受傷。
任何知道桑托斯•羅德
裏格斯 Santos Rodriguez 下落
信 息 的 人 ， 請 致 電
713-308-8800 聯系 HPD Major Assaults & Family Violence
Division 或 致 電 713-222-TIPS
聯系滅罪熱線。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75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十四
十四）
）

44、坡路停車時，有時“P”
檔位置變速不能搬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時車輛在坡路停

車後，再次起動發動機時出現“P
”檔位置檔把不能搬動的現象。這
是因為我們一般停車時都是先踩下
製動後，將檔把放倒“P”檔位置

，擡起製動踏板後，車輛會因為自
重移動，導致變速器內的機械鎖止
“爪”受力卡在爪槽內所致，造成
出現搬動檔把時費力的感覺。這不
是故障，正確的操作方法會避免這
種情況出現。即：踩製動踏板，將
變速桿放置在 P 檔，拉起手動製動
器，然後擡起製動踏板。
45、前照燈內起霧氣。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前照燈的後蓋上有
一塑料或是膠皮的透氣通道，這個
通道在前照燈的結構上必須存在，
否則熱膨脹的氣體無法排除，這個
透氣通道只能出氣體不能進水。如
有輕微的起霧現象，經空氣循環或
開前照燈後會很快散去，如果始終

有水或霧氣散不掉則需去專業的汽
車維修廠排除。
46、車輛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
過減速隔離帶時有“咯吱”的響聲
。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無論
新車還是舊車，在行走不平路面或
是通過道路減速隔離帶時，會有
“咯吱”的響聲。新車聲音會小一
些，舊車會大一些，這不是故障。
這是由於目前的轎車都採用了獨立
懸架結構，連接的部位為了實現減
振採用了橡膠件，當車輛振動達到
一定的程度時，因橡膠件的變形而
發出聲音，當振動的幅度比較小時
，發出的聲音相對較小。

47、踩離合器時踏板出現輕微
“吱吱”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在踩離合
器踏板時，總是會發出類似於“吱
、吱”的聲音，很是煩人，還以為
是離合器出現了故障，這種現象的
出現是由於離合器踏板支撐軸由於
長期的使用出現輕微的磨損所致，
一般在支撐軸處塗抹一些潤滑劑就
可以了。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