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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18日綜合外電報導）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
已造成全球超過600萬人喪命，美國白宮今天表示，將於5月12日召開一場目的在
終結疫情危機並為了防範未來動盪而制定計畫的全球峰會。

法新社報導，這場線上峰會將由美國與七大工業國集團（G7）輪值主席國德
國、20國集團（G20）主席國印尼、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主席國塞內加爾和
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主席國貝里斯共同主持。

各國透過聯合聲明表示： 「峰會將加強我們的共同努力，以終結COVID-19疫
情大流行的嚴重階段，且為往後的衛生威脅做好準備。」

這將是全球第2次舉行峰會討論COVID-19疫情，從疫情開始蔓延以來的兩年
內，COVID-19已奪走超過600萬條人命，且對主要經濟體和貿易模式造成嚴重破
壞。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去年9月主持過一場類似的峰會，他在峰會期間敦
促夥伴國家提高疫苗覆蓋率，並確保今年9月前，每一個國家都有70%民眾接種過
疫苗。

儘管全球的染疫死亡率直線下滑，但病毒仍持續傳播，讓許多主要國家無法完
全解除防疫限制措施，例如中國上海市正處於嚴格的封城管控。

終結疫情終結疫情 美宣布美宣布55//1212舉行全球峰會舉行全球峰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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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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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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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fifty-five Chinese cities with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400 million people are
now living under implementation of
zero-tolerance isolation (“lockdow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body is
facing a great challenge.

Experts said that due to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we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all the other problems currently
facing the world. In fact, we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major difficulties for decades.

Shanghai,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25
million and China’s largest city, has been
closed down for nearly a month. Last year 20%
of China’s exports were exported by
Shanghai. Presently, Shanghai lacks food and
medicine. The whole city’s population is
restricted and staying at home. The whole city

is on edge and th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sent an emergency team to assist in the
reopening of indus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tory shutdown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aid in a report
that because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world’
s GDP will be reduced by 5% and globalization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China also has recently lost at least $460 billion
in output value per month due to the impact of
epidemic control. It was originally estimated that
5% would be a difficult target to achieve.

Today the two major powers, the U.S. and
China, are still locked into a trade war status.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s still
uncertain and we are not seeing any bright spot
for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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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Economy FacesThe World Economy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Serious Challenges

包括上海在內的四十五個中國
大小城市超過四億人口正在實施零
容忍之隔離之中，這個世界第二
大経濟體正面對極大之挑戰。

経濟專家們表示， 由于俄烏
战事，我們對於目前全球面對之難
題並未充分重視，事實上，我們
正遭受數十年來之重大難題。

上海這個人口超過二千五百萬
人口中國最大的城市已経封城近一
個月，去年中國出口貨物百分之
二十都是経由上海輸出，目前上
海缺乏食物和藥品，全市人口皆
被限制居家，整個城市是座空城
。

上週五， 中國政府已經組成
緊急队伍前往上海和全國各大城市
協助工業之重啟，以解決工廠停工

的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在一

項報告中表示， 由于
烏俄之戰引爆貿易脫勾
將會導至世界生產總值
百分之五， 同時美國
商界領袖認為 ，由于
俄烏戰事 ，事實上过
去三十年來的全球化成
果已經逐漸消失。

中國最近因疫情管
控影響， 至少每月損
失四千六百億美元之產
值， 本來預估之百分
之五點五將是很難達成
之目標。

無可諱言， 當今世界兩大強
權是撑握未來的關鍵，中美兩國

在貿易上之對抗，是造成世界経濟
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加上俄烏之
戰，美國及許多國家對俄羅斯之

制裁，世界経济衰退，通貨膨脹
是必然的。

世界經濟面臨嚴重挑戰世界經濟面臨嚴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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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台風“鮎魚”
在菲律賓已造成76人死亡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家減災管

理委員會發布消息說，台風“鲇

魚”在菲律賓造成的死亡人數已

上升到76人，另有8人受傷，29

人失蹤，920727 人受到影響，

162467人被疏散到避難中心。

減災委稱，受“鲇魚”影響，

354座房屋被損毀；270條公路和

12 座橋梁的交通被阻斷，其中

63%的公路和橋梁已恢複通車；

75個城市遭遇電力中斷，其中11

個城市已恢複供電；3個城市遭

遇供水中斷，目前尚未恢複；41

個港口停運，目前已有2個港口

恢複運營，8769名乘客被滯留在

不同港口；186所學校停課。

減災委預計，基礎設施方面

的損失將達到145萬比索(約合人

民幣18萬元)。農業方面的損失將

達到1.34億比索(約合人民幣1635

萬元)。

目前菲律賓地方政府、海岸

警衛隊、民防部門等機構的救援

工作仍在持續進行。

台風“鲇魚”近日在菲律賓

登陸後，在中部多個地區引發了

洪水和山體滑坡，造成當地民衆

傷亡。

韓媒：尹錫悅否認
下月訪日參加“四方峰會”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當

選總統尹錫悅方面當天否認他尋求作

爲觀察員出席5月在日本舉行的美日

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

導人峰會。

尹錫悅5月10日正式就職。拜登

近日透露，計劃5月24日前後赴日本

參加QUAD領導人峰會。日本《産經

新聞》14日稱，尹錫悅方面通過非正

式渠道提出其作爲觀察員參加QUAD

會議的方案，並准備在訪日期間與美

日領導人舉行會談。但尹錫悅的發言

人裴賢鎮14日在記者會上稱，相關報

道“不屬實”，“這僅是日本媒體的

報道而已”。尹錫悅方面的相關人士

也否認稱，其完全沒有訪日參加會議

的計劃。

不過，韓國《朝鮮日報》報道稱

，尹錫悅及其外交、安保團隊一直在

討論分階段加入QUAD的方案。目前

的構想是先加入其下屬的疫苗、氣候

變化、新技術等工作組，擴大與成員

國的接觸面，並于恰當的時機正式加

入。尹錫悅方面人士最近宣稱“韓國

不會搭便車突然加入QUAD，會先爲

印太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做出更多貢獻

，在作爲核心角色擁有實質性地位後

再做打算”。

韓國SBS電視台稱，最近日本在

美國主導的反華組織QUAD等方面極

爲活躍，而尹錫悅政府明確表明要加

入QUAD工作組，積極表態加入美國

的“印太經濟框架”，“似乎要抛棄

文在寅政府在中美間的戰略模糊”。

報道稱，美國的“印太戰略”明顯具

有遏制中國的性質，韓國此舉有可能

引發中國激烈反對。韓國統一研究院

研究員李基泰表示，在當前國際形勢

下，陷入美國“印太戰略”不應該是

韓國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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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路邊的蘑菇千萬不要亂采。

近日，印度一個茶園的女工采蘑菇帶回家

做飯吃，沒想到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

兒童。

據報道，這一事件發生在印度阿薩姆

邦查拉迪奧地區的一個村莊。當地時間4

月6日，一名在茶園工作的女工下班時采

了路邊的蘑菇帶回家做飯。

最終，導致她和家人在內8人中毒。

他們在吃完蘑菇之後出現腹痛、惡心、

嘔吐等症狀，後來其中 7人不幸死亡。

當地官員表示，最初他們被送往當地一

家醫院，在病情惡化後從那裏轉移到阿薩

姆醫院。

當地時間周一，有兩名婦女和兩名兒

童分別死亡。他們被確認爲是莉瑪-卡拉馬

卡爾（35歲），她 10 歲的兒子阿加-卡拉

馬卡爾，喬納基-帕拉加（32歲）和 查亞

尼卡-卡拉馬卡爾（12 歲）。

當地時間周二，又有三人死亡，是三

名女性，分別是查瑪帕-卡拉馬卡爾 (24歲)

，薩盧瑪-卡拉馬卡爾 (19歲) 和麗塔-科

特 (40歲)。35 歲的約特斯納 -加魯爾的唯

一幸存者，不過情況危急。

近期，該地區多次發生野生蘑菇中毒事

件。阿薩姆醫院負責人說：“截至周二，我

們已經收治了 39 名在食用這些野生有毒蘑菇後中毒的患者。在

過去的8到10天裏，有13人死亡，包括多名兒童。”

終於來了！樸槿惠轉變身份後
迎來一位特殊客人，外界嗅出不尋常

綜合報導 自韓國前總統樸槿惠獲釋

出獄並因新書《不是對誰都會心生思念》

搖身一變成爲韓國爆款作家後，她的動

向便一直是韓國輿論關注的焦點。外界

注意到，就在日前，樸槿惠迎來了一位

特殊客人。

據環球網援引韓聯社的消息，韓國候

任總統尹錫悅12日前往樸槿惠位于大邱的

私邸登門拜訪。報道稱，韓國總統職務交

接委副委員長權甯世和樸槿惠的律師柳榮

夏等人陪同會面，會面時長約50分鍾。

尹錫悅表示，一直對樸槿惠深感抱

歉。對此，樸槿惠只是平靜聆聽，未另

做發言。尹錫悅又表示，樸槿惠在任期

間曾推出不少優秀政策並取得了成果，

但很遺憾這些部分未能很好地對外宣揚

。他還說，將繼承樸槿惠所做的工作和

政策，加以廣泛宣傳，爲樸槿惠恢複名

譽。樸槿惠爲此向尹錫悅表達了謝意。

由于尹錫悅在擔任“親信幹政門”

特別檢察組組長期間，曾將樸槿惠、樸

槿惠“閨蜜”崔順實和三星電子副會長

李在镕等人一並拘捕，因此尹錫悅此次

登門拜訪樸槿惠後，外界立馬嗅出不尋

常信號。不少韓媒認爲，尹錫悅就是想

借此機會示好樸槿惠以消除宿怨。

事實上，自尹錫悅成爲保守派的總統

候選人後，便頻頻向樸槿惠示

好。去年12月總統競選活動期

間，尹錫悅在參加廣播記者俱

樂部的邀請討論會時就表示，

雖然只是做了公職分內的事，

但在政治上和感情上，仍對

樸槿惠抱有巨大的歉意。今

年3月 24日，樸槿惠出院後

，尹錫悅方面又迅速發聲祝

樸槿惠早日康複。

此外，就尹錫悅與樸槿

惠會面一事，韓國媒體《京鄉新聞》還

評論稱，尹錫悅與樸槿惠的會面是符合

雙方利益的共贏之舉。對于尹錫悅來說

，這是在6月1日地方選舉前獲得保守派

支持的機會之窗。而對于樸槿惠來說，

與候任總統會面，是她被大赦後的一次

公開政治活動，增加了影響力，也增添

了對柳榮夏進行“選舉加持”的分量。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戰爭與慈悲戰爭與慈悲--教宗方教宗方
濟各呼籲復活節休戰濟各呼籲復活節休戰

羅馬教宗方濟各在復活節依慣例在梵蒂岡聖彼得堡大教堂舉行了耶穌受難日彌撒及拜
苦路儀式，今年他特別語重心長地呼籲立即停止俄烏戰爭, 教宗說:” 我們看到太多流血與
暴力,內心充滿恐懼和痛苦，我們許多兄弟姊妹不得不將自己鎖藏以躲避轟炸,烏克蘭遭受這
場被拖入的殘暴和毫無意義的暴力毀滅,讓我們感到極不安!”

復活節起源於耶穌基督死後復生的傳奇，象徵了世人的重生與希望, 但很不幸的是今年
復活節因遭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儘管莫斯科辯稱對烏克蘭發動的是一次“特別軍事行動
”,不過教宗早已拒絕這個說辭，指明那就是一場戰爭，他還用過非正義的侵略和入侵等詞
彙, 雖然他沒有指出任何人的名字, 但他所批評的當然就是普京, 前陣子教宗已含蓄批評普京
是一位“統治者”,為了民族主義利益而煽動一場衝突,教宗說：“請達成和平決定吧。在人
民正受痛苦之際，願炫耀武力立即結束。”

被 "時代雜誌"尊稱為"人民的教宗"的方濟各 "方濟各是悲天憫人的宗教家,去年復活節與
因遭逢新冠疫情，儀式只有教宗與極少數神父參加，廣大信徒則是透過網絡遠程參與了崇
拜與禱告，教宗在聖典中除了向遭受新冠災難的人禱告和追悼外，他也勉勵全球身陷疫情
災難的世人不要畏懼，不要退縮，愈是在最黑暗的時刻，愈要保持樂觀和信心！

復活節，在希臘語中是Pascha，是希望的象徵, 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希望與復生的信心,
教宗試圖用寬容和關懷的心來化解社會與政治的紛爭，所以教徒們慶祝復活節是對於戰勝
死亡的證明，就像福音中的門徒一樣，如果大家患難與共,互相幫助，互相安慰，永遠永遠
都有希望和力量，教宗對於善惡的觀點是堅持懲罰分明的，他一再宣示將會嚴格懲罰道德
墮落、行為腐敗的神職人員，並且對難民、囚犯和窮人都表達了真誠的關懷、寬恕與愛心
。

教宗對於這一次的戰爭, 顯然非常的憂心, 但願各國領導人都能聆聽他對和平的祈求聲
音, 大家以慈悲化解對立, 提早結束戰爭, 讓這個世界早日從黑夜走向黎明！

（筆名：爾東）有一次，我在江邊賞景，突然看到水面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條
魚在水里胡亂掙扎，攪得江面上水花四濺......

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破塑料袋，纏在魚兒的鰓邊。魚兒痛苦地掙扎著......於是，
我趕緊脫掉鞋子和褲子，跳入水中，游向那隻掙扎的魚兒......

平時，我也買魚吃，也沒有多想。而此時，我卻想起中國古代的漁民，長期在江海
湖泊以打魚為生。漁民們有個約定成俗的習慣。每打一網魚，都要把一些小魚扔回水里
。特別是打到一窩魚（相當於一家子）的時候。總是要扔出幾條魚，不能一網打盡一窩
魚。

這是天理，也是人道。從生態環境講，也是一個持續發展、相互依存的道理。打漁
的人，以魚為衣食飯碗。魚若打絕了，人的衣食飯碗也沒了中國古人懂這個道理，所以
，江河湖泊，魚兒生生不息。

可而今現代的人們，只顧眼前利益，不管子孫後代的生存。恨不能一網打盡天下魚
。現代人以此惡劣的心態，導致天物日漸貧乏。生態環境失衡，危及人類生存。

還有一個故事，是講一個蚊香廠老闆的兒子，責備父親做的蚊香殺不死蚊子。老廠
長就叫兒子主理廠務。兒子研製了蚊香的新配方。產品上市後，大受歡迎，利潤很快上
升。可是，兒子得意不久，就發現，蚊香新產品積壓太多，利潤一路下滑。經過調查才
發現：由於蚊香殺蚊效果好，房間蚊子沒了，當然就不用再買蚊香了。兒子悟出了前輩

的道理：蚊香是用來驅蚊的，不是用來殺蚊的。於是，兒子又用回了蚊香廠的老配方。
這說明一個道理：蚊子與蚊香是相互依存的。你不給蚊子活路，就等於斷了自已的

活路。善待萬物，和諧共存。萬事萬物，皆同此理。
我游水來到那條痛苦掙扎的魚兒邊，從這條魚的鰓上取下了那隻破塑料袋，然後輕

輕地把魚兒放入江水中。魚兒“剌溜”一下就鑽入起伏的江水里了。我默念“阿彌佗佛
”，並自言自語地叮囑魚兒不要貪嘴咬鉤、咬塑料袋了。這長江万裡，任憑你自由奔波
化為龍。這時，我感覺到魚兒頭朝我游動著，久久不願意離去。我用手澆水，示意它走
吧。魚兒這才鑽入江水中不見了。江水嘩啦一下奔湧而來，隨後，江水又退了下去，平
復如初。

我坐在江灘，一邊涼曬衣服；一邊想：人們亂扔雜物和塑料袋，直接危害了其他生
物的生存。此魚碰到我，也算是上天的機緣。我把它放入萬里長江，不僅給它生路，也
給了它“修煉正果”的機會。用佛、儒、道的理念講，此魚若“修得正果”，就是它的
造化了。

其實，人生何嘗不是這樣？茫茫人海，芸芸眾生，多少人求職、求學、求進步，哪
個不需要有他人的幫助；哪個不需要貴人的提攜？也許，你的舉手之勞，幫人一下，就
給了他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給了他海闊天空任憑發展的機緣！

《《每日一評每日一評》》善待万物善待万物，，和諧共存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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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本次荷蘭地方選舉之後，荷蘭海牙的

地方政黨德莫斯黨（Hart voor Den Haag/Groep de

Mos）再次成爲第一大黨，但是，根據負責組織政府

的Gert-Jan Oplaat 和 Geerten Boogaard 說，不可能以

德莫斯黨牽頭形成執政聯盟，因爲在海牙，大多數其

他的政黨不想和該黨共同執政。

兩位新政府組織者在他們的報告中寫道：“我們

的結論是，目前沒有足夠的基礎，就以該黨（Hart

voor Den Haag/Groep de Mos）爲主，可以構成多數

的多黨聯盟開始進行實質性的談判。”

上一屆市議會選舉，當時的德莫斯黨也成了第

一大黨，可以共同組織政府，該黨的兩位政客德

莫斯（Richard de Mos）和格拉維（Rachid Guer-

naoui），也成爲了副市長，但是，後來他們被指

涉嫌貪汙，被檢察部搜查了他們在海牙市政府的辦

公室和住家等，兩人也辭去副市長職務回到市議會中

，繼續接受調查。

本次選舉，盡管該黨和前外僑部長費爾東克（Ri-

ta Verdonk ）的政黨合作，也再次成爲海牙市的第一

大黨，但一些政黨已經表示，如果這兩人是副市長的

候選人，不想與其合作，因爲他們涉嫌貪汙。

雖然兩人最終表示，不會作爲副市長候選人進入

政府機構中，但是，看來其他政黨還是不願意與其合

作。

目前，對兩人被控利用職務涉嫌在發放經營許可程序

中收受賄賂等罪名的調查仍在進行中，案件尚未開庭

審理。

現在，將由這次選舉中的第二大黨民主六六黨D66

牽頭，尋織願意共同組織新政府的政黨，組成執政的

多數。有政黨主張組織一個激進的左翼政府，包括民

主六六黨、綠黨、工黨，保護動物黨、社會黨、思考

黨和另一個地方政黨HSP。

由于自民黨VVD 傾向于和德莫斯黨合作，因此，可能也被排除在

新政府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基民盟CDA和基督徒黨CU等，都被排除在組織政

府的候選名單中，可見這些政黨在海牙的影響力的式微。

法德正“與美國拉開距離”：
馬克龍拒跟風訪基輔，德國人不願“為自由受凍”

“如果當選，法國將再次退出北約

軍事一體化機構，”法國總統候選人、

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在記者會上的這番

話震驚了西方。盡管法國大選第二輪投

票尚未開始，但另一名候選人、現任總

統馬克龍此前也曾說過“北約已腦死

亡”。在俄烏衝突上，美歐表面上宣稱

將團結一致對付俄羅斯，但人們發現，

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歐盟大國似乎正在

“與美國拉開距離”。馬克龍和德國總

理朔爾茨均批評美國總統拜登有關俄羅

斯“種族滅絕”的說法。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公開宣稱德總統“不受歡迎”更

激起德國上下一片憤怒。最令許多歐洲

民衆受不了的是，美國綁架歐盟制裁俄

羅斯，正在傷害歐洲的經濟和民衆生活

。德國最新民調稱多數德國人“不願爲

自由受凍”。在歐洲社交媒體上，許多

網友轉發勒龐說的一句實話：“我們將

拒絕跟隨拜登政府的政策，美國總是通

過制造敵人來控制盟友。”

獨立、中間、穩定
13日，勒龐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

其競選綱領中的外交政策。勒龐表示，

法國外交傳統價值——獨立、中間和穩

定是她外交政策的三個基本原則。她稱

：“若我們本身無法獨立行動且缺乏客

觀性，如何成爲世界和平與自由的捍衛

者？這是促使我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

構的原因之一。”不過她同時表示不會

放棄北約“集體防衛條款”。勒龐就俄

烏衝突特意強調，一旦俄羅斯與烏克蘭

簽署和平協議，自己將促成“北約和俄

羅斯之間達成和解”。《紐約時報》

稱，勒龐對美國持批評態度，認爲它

想當歐洲的“保護國”，對中國“咄

咄逼人”，並引導歐洲與中國爲敵。

法新社稱，法國總統大選開始邁入

外交和歐洲事務領域，勒龐表現出的獨

立態度，既不追隨美國，也不會屈從俄

羅斯，這分明是在針對她眼中的馬克龍

“對國際關系的狹隘觀點”。“法國

24”電視台稱，與馬克龍周旋于歐盟和

俄羅斯之間，與美國和北約保持親密

關系不同，“民粹主義者勒龐威脅著

大西洋兩岸的盟友關系”。不過，勒

龐有關俄烏衝突的看法“雖然使其外

交聲譽大打折扣，但她成功地把對俄羅

斯制裁的爭議引到了對法國人生活水平

的擔憂上，畢竟購買力才是法國選民最

關心的。”

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議員謝

列梅對勒龐的說法大加贊賞，他表示

將邀請勒龐訪問克裏米亞。他說：

“勒龐向整個西方世界展示了對民主

價值觀真實和真誠的承諾，以及評估

國際事件平衡和合理的方法。”他呼

籲，歐洲國家應避免選舉“戰爭黨”

，而應讓勒龐這樣的政治家上台，這

樣才能讓歐洲有機會擺脫“反俄歇斯

底裏和納粹的笑容”。

美聯社稱，勒龐的說法使人擔憂，

她一旦當選總統可能破壞美歐團結一致

對付俄羅斯。報道還引述法國反種族主

義團體領導人索波的話稱：“選舉勒龐

就意味著選舉普京專制政權和帝國主義

的崇拜者……意味著法國將成爲普京的

附庸。”

馬克龍主張“慎言”
雖然美國更希望馬克龍能夠戰勝“極

端的”勒龐，但實際上，馬克龍近來的表

現並不令美國滿意。法新社稱，在拜登以

“種族滅絕”指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爲

後，法國總統馬克龍及德國總理朔爾茨避

免使用“種族滅絕”一詞，馬克龍質疑

“升高口舌之爭並無助于結束戰爭”，認

爲應該“慎言”。對此，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在與訪問基輔的波蘭、立陶宛、愛沙

尼亞和拉脫維亞領導人舉行的聯合記者會

上說：“馬克龍的話很傷人”。

馬克龍在其他一些事情上的態度也

“很傷人”。日前馬克龍接受CNN法國

分部采訪時被問及是否有意願訪問烏克

蘭，馬克龍稱，他不想跟風最近在歐洲

領導人中流行的“基輔一日遊”的“時

尚”。他說，如果能夠恢複俄烏領導人

之間對話，訪問才可能有用。

13日，德國總理朔爾茨也表示，自

己目前暫時不會訪問烏克蘭。此前德國

總統施泰因邁爾原本打算與波蘭和波羅

的海三國領導人一起訪問基輔，“以傳

遞歐洲與烏克蘭同在的強烈信號”，但

澤連斯基表示不希望被認爲與俄關系良

好的施泰因邁爾來訪，而希望朔爾茨到

基輔來談一些“實際的支持”。烏方此

舉令德國朝野一片嘩然。有媒體形容

“這對德國來說是一記響亮的耳光”。

朔爾茨氣憤地表示，烏方的決定“令人

惱火”，“德國在支持烏克蘭方面已做

得夠多了”。與此同時，有數萬德國人

請願驅逐烏克蘭駐德大使梅利尼克。梅

利尼克曾多次公開指責朔爾茨和德國前

總理默克爾。請願書稱：“梅利尼克先

生已經越界了。他的言論是對德國的忘

恩負義。”

不願“為自由受凍”
除了表面的“口舌之爭”，法德等

國與美國和烏克蘭“拉開距離”更深層

的原因是，美國綁架歐盟各國制裁俄羅

斯，正在傷害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民衆生

活。“大部分德國民衆不願爲自由受

凍”，“德國之聲”14日稱，根據最新

民調結果，目前德國民衆最大的擔憂就

是物價上漲，86%的民衆擔憂未來幾年

德國可能會面臨能源供給困境。對于政

客們宣稱可以“爲自由受凍”，59%的

民衆反對這種說法，支持者只有24%。

許多歐洲企業呼籲不要對俄實施全

面制裁。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日前警告

稱，如果俄天然氣斷供，將導致德國經

濟“全面崩潰”。歐洲航空業巨頭空中

客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福裏稱，歐盟追隨

美國對俄钛産品禁止進口將傷害空客。

此前，美國波音公司對俄钛産品進行了

制裁。

俄《消息報》引述專家的話稱，歐

盟國家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

乏獨立性。歐盟國家切斷與俄羅斯的經

濟聯系，實際上就是隔絕了自己呼吸的

空氣。歐盟國家正越來越成爲美國的附

屬物，但這些國家卻將因此面臨經濟崩

潰和公民福祉惡化的問題。在烏克蘭危

機之前，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與俄保持著

良好的關系，但現在他們犧牲了這一點

。這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這一切都

是由于美國的霸權行爲。

受俄烏沖突影響
德國木柴供不應求還得加GPS追蹤器防盜
綜合報導 俄烏衝突升級以來，因擔

心天然氣等能源供應緊張，很多德國人開

始搶購、囤積木柴，導致木柴價格上漲甚

至一柴難求，不少零售公司倉庫賣空，想

下單得等到下半年。

另報道，木材盜竊案件數量最近也變

多了，慕尼黑林業部門開始計劃給木頭植

入GPS追蹤器。

自俄烏衝突升級後，歐盟國家正遭受能

源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夾擊。德國聯邦統

計局4月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受新冠疫情

和俄烏衝突影響，德國3月通脹率升至7.3%

，爲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的最高值。

而能源價格的上漲直接影響到德國民

衆的生活，他們開始搶購木柴。

德國西南廣播電視台報道稱，萊茵蘭-

帕拉廷納北部居民對木柴的需求進一步增

加，該地區的幾家零售商已經陷入難以交

貨的困境。

Westerw lder Holzpellets公司總經理馬

庫斯· 曼稱，目前木柴需求非常高，最近

幾周他們甚至收到了英國和波蘭客戶的咨

詢，但該公司根本無法滿足這些需求，因

爲供應不足。

Brennholz Westerwald公司則直接斷供

了。該公司在網站上寫到，由于俄烏戰爭

以及石油、天然氣的短缺，客戶們3-4月

集中購買木材，直接把公司存量買空，預

計下半年才能恢複供應。

另據德國西德意志廣播電台（WDR）

報道，高需求推動木柴價格上漲。目前大

多數經銷商只有雲山木庫存，有的地方價

格幾乎是去年兩倍，

去年每立方米50歐元

的雲杉木今年已經買

到了75-90歐元。山

毛榉木也從每立方

米90歐元漲至120歐

元，預計單價還會

進一步攀升。

買的多了，偷

的也更多了。

據報道，在巴

伐利亞州，木材盜

竊案件數量正在上升。慕尼黑林業局的林

業員克勞斯· 卡格勒稱，俄羅斯和烏克蘭

均爲木材生産大國，俄烏衝突使得能源和

木材價格上漲，盜竊情況因此增多。

爲預防盜竊，卡格勒和同事們計劃用

GPS追蹤器監測木材。這種追蹤器看起來

像釘子，可以用錘子錘進木頭裏，不僅可

以追蹤木材去向，還能用來識別被盜木材

。不少德國國有林業公司去年開始采取這

種預防措施。

慕尼黑林業部門發言人稱，最近三個

月，可疑案件數量在增長，他們擬隨機在

木頭中加裝GPS追蹤器，從而保護木材。

在德國，盜竊木材者會面臨巨額罰款，甚

至被判入獄。如果想要在德國合法撿拾柴

火，得遵守規定。

比如巴伐利亞州規定只能在部分森林

區域內采集，可撿拾的木柴長度有限制，

且最多只能帶走一手推車木柴，在此之前

，人們需要向當地林業部門或市政管理局

申請相關證書，有效期爲1個月-1年，費

用不等，通常爲5-30歐元。

近年來，隨著壁爐取暖再次走紅，德

國聯邦環境署擔心起了環境汙染問題。他

們援引研究數據稱，燃燒木柴産生的汙染

物排放量遠超汽車廢氣排放量，且燃燒木

柴産生的細顆粒對肺部有害，可導致嚴重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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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南卡羅來納州當局表示，正在調查
週日凌晨漢普頓縣一傢俱樂部發生的槍擊事件，這起
事件造成至少9人受傷。報導稱，這是複活節週末假
日期間美國發生的第三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美聯社稱，發生在南卡羅來納州和匹茲堡的這三
起槍擊事件，一共造成2名未成年人死亡，至少31人
受傷。

正在進行調查的南卡羅來納州執法部門在一封電
子郵件中表示，在漢普頓縣的卡拉酒廊（Cara's
Lounge）早些時候發生的槍擊事件當中，沒有收到造
成人員死亡的報告。與此同時，在匹茲堡，一場家庭
聚會現場發生槍擊事件，造成2名未成年人死亡，至
少8人受傷。匹茲堡警察局局長斯科特•舒伯特告訴
記者，在發生口角之後，槍擊事件發生在凌晨12:30
左右，當時數百人聚集在一處短期租賃的房屋當中聚
會，其中“絕大多數”是未成年人。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購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 造成14
人受傷

而就在上述槍擊事件的前一天，南卡羅來納州首
府哥倫比亞市一個繁忙的購物中心也發生了槍擊事件
。哥倫比亞市警察局長霍爾布魯克週六表示，9人在
試圖逃離現場時被擊中，5人受傷。受害者的年齡從
15歲到73歲不等。

美聯社指出，復活節週末這三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發生之前，最近幾天內美國其他發生多起槍擊事件。
上週，一名槍手在紐約地鐵車廂開槍，造成10人受傷
。本月早些時候，在加州薩克拉門托，敵對幫派之間
發生槍戰，造成6人死亡，12人受傷。當時，市中心
下議院購物中心和州議會大廈附近一個繁忙地區的酒
吧紛紛關門。
資料圖

一周前，愛荷華州錫達拉皮茲市一家擁擠的夜總
會發生槍擊案，造成一男一女死亡，10人受傷。上個
月，在達拉斯的一個春假派對上，10人遭到槍擊，另
有幾人在試圖逃離槍擊現場時受傷。

（綜合報導）據美國福布斯網站當地時間4月17日報導，由於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的蔓延，
過去兩週，美國32個州的新增病例數再次上升。其中密歇根州的新增病例增加了145%，是目前
美國所有州中增幅最大的。

過去一個月，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毒株亞型BA.2已成為美國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根
據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數據，截至4月9日，美國約99%的確診病例基因測序為奧密克戎，
其中近86%的確診病例為BA.2。

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新冠疫情自冬季開始激增以來，全美範圍內的新冠
病毒檢測明顯減少。 4月15日只進行了不到65萬次檢測，而在1月下旬每天有超過200萬次檢
測，真實的疫情數據可能被掩蓋。

白宮新冠疫情協調員阿什•賈17日稱，疫苗對於目前的病毒依舊有效，而新的毒株也不會
造成更為嚴重的感染。

阿什•賈接受ABC採訪中表示，奧密克戎BA.2毒株比起原型毒株要具有更強的傳染性。在
過去的一周內，美國平均每日增加35000個感染病例，相對於兩週前增加了42%，但遠低於一月
美國疾控中心提供的每日增加80萬的峰值數據。

阿什•賈說，接種了疫苗與加強針的人群，在變種毒株的傳播下“會沒事的。”
阿什•賈認為，像四月底的白宮記者晚餐這類大型活動，如果參與者都接種了疫苗，並且在

有必要的安全準備下，並不需要取消。
國會議員警告：再不批准新冠資金，數百萬疫苗將過期

當地時間17日，美國國會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表示，如果國會不通過額外的新冠資金，
數百萬劑疫苗將會過期。

庫恩斯說，“我認為我們應該把這筆錢當作緊急開支。但坦率地說，我們將進行必要的談判
，以確保向前推進的機會，而不是浪費美國已經購買的重要疫苗。”

該評論發表之際，參議院正捲入一場關於新冠資金的爭鬥。本月早些時候，一個由兩黨參議員組成的小組宣布，他們已經就一項100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達成了協議，但一些共和黨人之後
要求就恢復第42條進行投票，以換取他們對新冠資金的支持。

白宮新冠疫情協調員阿什•賈表示，國會必須通過這項法案，以便在秋季向美國人提供新疫苗和治療。
阿什•賈說，“國會將於下周復會。我希望他們能立即解決這個問題，確保我們為美國人提供資金，這樣我們就能確保治療、疫苗、檢測，所有這些都能繼續為美國人提供。”

復活節週末美國三起大規模槍擊案
31人受傷兩名未成年人死亡

全美全美3232個州新增病例數再次上升個州新增病例數再次上升
美媒質疑真實數據或被掩蓋美媒質疑真實數據或被掩蓋

（綜合報導）美聯社華盛頓4月16日報導，“美香”和“小奇蹟”是位於華盛頓的史密森
國家動物園最知名的住戶。 16日，在鍾愛大熊貓的眾人面前，它們享用了一頓充滿愛意的早餐
，以慶祝大熊貓項目50週年。

報導稱，這個“蛋糕”是用冰凍果汁、紅薯、胡蘿蔔和甘蔗等製成的，在大熊貓媽媽“美
香”和它的幼崽“小奇蹟”的分食下，大約一刻鐘後就面目全非。

報導稱，“小奇蹟”的父親“添添”基本沒參加上午的慶祝活動，而是在附近的圈舍里大
嚼竹子。在中國駐美大使秦剛發表講話期間，“添添”大快朵頤的聲音清晰可聞。秦剛稱讚大
熊貓是中美友誼象徵。

報導指出，16日的活動除了紀念1972年大熊貓抵美，還慶祝全球大熊貓保育計劃取得的成
功。該計劃為大熊貓受威脅程度等級從“瀕危”降為“易危”作出貢獻。

“小奇蹟”出生於2020年8月。由於“美香”已經高齡以及疫情導致動物園關閉，工作人
員在嚴格限制措施下進行了人工授精，這隻幼崽的降生被認為是一個奇蹟。

正因如此，這隻大熊貓幼崽得名“小奇蹟”。出生在疫情期間的它，引發了新一波大熊貓
熱。動物園大熊貓線上直播的瀏覽量激增。

史密森國家動物園的哺乳動物高級管理員布賴恩·阿馬拉爾說：“我知道人們對大熊貓有多
麼喜愛。我對這種熱情絲毫不感到意外。”

美動物園慶祝大熊貓抵美美動物園慶祝大熊貓抵美5050週年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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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抵家 感覺良好！

圓滿完成神舟十三號載人飛
行任務的航天員翟志剛、王亞
平、葉光富，於4月16日下午乘
坐任務飛機平安抵達北京。航天
員家屬等來到機場迎接。王亞平

見到家人後，立刻兌現承諾，掏出一顆“星星”
送給女兒。

當天下午，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的家屬手捧
鮮花，在機場迎接3名航天員回家。王亞平的丈
夫和女兒來到現場迎接，女兒穿着中國紅給媽媽
獻花，一家三口溫馨地擁抱在一起。王亞平收到
女兒送的鮮花後，輕輕擁抱、親吻女兒，還立刻
掏出一顆“星星”，笑着送給女兒。

這是她和女兒闊別半年的約定。王亞平曾在
飛天前的受訪時說：“如果能夠再次上太空，我
會對女兒說，‘媽媽要去太空給你摘星星回來，
等着媽媽’。這是她的願望，我不能食言。”上
午落地出艙後，王亞平也面對鏡頭對女兒說：
“‘摘星星’的媽媽回來了。”

在前不久舉辦的與美國青少年的“天宮問
答”活動中，談及會從太空帶哪些東西給家
人，王亞平曾透露說：“比如我在太空畫的
畫、寫的字，以及女兒的照片，一直陪伴我的
布偶‘小牛’。”

據悉，3 名航天員抵達北京後將進入醫學
隔離期，進行全面的醫學檢查和健康評估，並
安排休養。 ◆綜合中新社及央視網

秒速8米垂直降落
剎車“神技”減速保穩

“摘星星的媽媽回來了！”
�	

◆◆翟志剛翟志剛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劉凝哲及新華社報道）秋濃如酒時一飛沖天，春暖花

開季載譽歸來。2022年4月16日9時56分，經歷9個小時的返回航程，在太空遨

遊半年的神舟十三號飛船在東風着陸場平安降落，太空“出差”的3名航天員翟志

剛、王亞平、葉光富安全順利出艙，重回地球的懷抱。“感覺非常良好！這是我們

國家強大，才搭建這麼高的工作平台，我為祖國感到驕傲！”指令長翟志剛在出艙

後激動地說。“我們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真的是很開心很開心”，實現中國女性

首次太空出艙行走的王亞平滿面笑容地說。“此刻，我實現了飛天夢想，可以自豪

地向祖國報到！”葉光富說着，還向大家用手勢“比心”。

“神十三”秋去春還 航天員“快返”報捷

◆王亞平擁抱女兒。 視頻截圖

這是東風着陸場第二次執行搜救回收任務，
也是中國航天員首次在春季返回。針對額

濟納旗春季多風沙氣候特點，着陸場系統事先
開展搜救戰法推演，準備大風和沙塵環境救援
保護措施。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研究員、載人航天工程着
陸場系統副總設計師卞韓城介紹，這次任務，東
風着陸場組建了1支直升機分隊、1支固定翼飛機
分隊、1支地面分隊共3支專業搜救力量，組建了
1支着陸場外圍封控分隊、1支機動搜救分隊、1
支搜救預備隊，協同完成搜救任務。此外，着陸
區周邊旗、縣政府還組織了數十個民兵分隊，為
專業搜救力量提供支援。

16日0時44分，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與太空
站天和核心艙成功分離，航天員們踏上回家的旅
程。9時06分，地面測控站發出返回指令，飛船
軌道艙與返回艙成功分離。9時30分，飛船返回
制動發動機點火，返回艙與推進艙分離。9時56
分返回艙成功着陸，擔負搜救回收任務的搜救分
隊及時發現目標並第一時間抵達着陸現場。返回
艙艙門打開後，醫監醫保人員確認航天員身體健
康。

出差逾半年落地狀態良好
10點50分許，在現場人們的歡呼聲中，翟

志剛第一個出艙。雖然經歷半年的太空飛行任
務，但翟志剛依然精神抖擻，不斷向人群揮手
致意。“我現在感覺良好，感謝習主席對我們的
關心關愛，感謝全國人民的支持鼓勵，感謝工程
全線人員日夜陪護和相伴。”翟志剛說。

16日的東風着陸場，氣溫只有10度左右。
為給剛出艙的航天員們保暖，地面人員專門為他
們準備了帽子。只見翟志剛出艙後鑽進保暖
“睡袋”，工作人員為他摘下頭盔準備戴帽
子，但過程卻有點繁瑣。現場有工作人員喊了
一句，“不冷吧？不冷就不要戴帽子了。”果
然，翟志剛立刻就笑容滿面地喊道“不冷”，

立馬把帽子還給了工作人員。
第二位出艙的是王亞平。她曾形象地說，太

空站的失重環境有“拉皮”式美容效果，果不其
然，歷經半年的“太空出差”，王亞平看起來容
光煥發、美麗依舊。王亞平開心地說，“摘星星
的媽媽，回來啦！”

第三位出艙的是葉光富，這也是他首次載人
飛行。經歷過相當“凶險”的着陸返回階段，葉
光富相當沉着冷靜，他甚至還向現場的人們“比
心”，顯示出良好的狀態。葉光富說，首次飛行
就長達半年之久，對他來說確實是一個考驗。後
續，將爭取作出更出色的成績，不負時代，不負
黨和人民的重託。

每出一名即送醫監醫保車
據介紹，針對神舟十三號航天員長期在軌駐

留，這次搜救回收方式進行了調整。與以往不同
的是，神舟十三號航天員每出艙一名便被送入醫
監醫保載體，盡可能縮短航天員出艙後在野外環
境暴露的時間。“航天員長期在軌飛行，身體會
發生骨質流失、肌肉萎縮、免疫力下降等變化，
給返回後的醫學監督和醫學保障任務帶來極大挑
戰。”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研究員、航天員
系統副總設計師吳斌說。任務還首次啟用第二代
醫監醫保車，車內設施配備齊全，裝有溫度控制
系統等。航天員乘升降梯進入車內，不再由搜救
人員抬送。

中國太空站年內完成建造
官方表示，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行任務取得圓

滿成功，標誌着太空站關鍵技術驗證階段任務圓
滿完成，中國太空站即將進入建造階段。在此次
任務的技術突破方面中，神舟十三號首次實施徑
向交會對接，執行中國迄今為止最長6個月組合
體長期駐留任務，首次執行應急救援發射待命任
務，首次實施快速返回流程，這將為中國在今年
完成太空站的建造奠定基礎。

◆4月16日，神舟十三
號載人飛船返回艙在東
風着陸場預定區域成功
着陸。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新社及記者劉凝哲報
道）神十三飛船返回艙在着陸時呈現直立狀態，這
是繼神舟六號任務後，再次實現返回艙垂直着陸，
不僅意味着返回過程非常完美，更為航天員們盡快
恢復奠定基礎。返回艙的着陸過程，對於航天員來
說是個不小的挑戰。

在經歷灼燒、黑障、開傘減速等程序後，返回
艙仍然有約每秒8米的速度。而此時航天員“背部
朝下、面朝天”地坐在返回艙裏，如此高的着陸速
度將損傷航天員的頸椎。為了確保他們的安全，必
須進一步降低衝擊。航天員安全舒適回家的“最後
一棒”如何完成？

“伽馬剎車指令員”精心測算
在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返回着陸的最後幾米，

位於返回艙底部的“伽馬剎車指令員”測算着返回
艙的速度和其距離地面的高度。在飛船返回艙降落
至預定高度時，“伽馬剎車指令員”準確發出了着
陸反推發動機點火指令，讓返回艙在反推力的作用
下平穩着陸。

“伽馬剎車指令員”由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三院
35所研製，是飛船的關鍵設備，已先後服役於神舟
八號至神舟十二號飛船。伽馬射線的探測方式賦予
它穿透地表植被的能力，它能精確測量返回艙底部

距離地表的高度，其精度達厘米級。
通過向地表發射伽馬射線、快速捕獲反射回的

射線，“伽馬剎車指令員”得以在“大腦”中進行
精確計算，實時提取高度和速度信息，在最佳時機
發出着陸反推發動機點火指令，最大限度發揮其緩
衝性能。

着陸反推發動機“毫秒剎車”
接到指令後，這一腳關鍵的“剎車”由4台着

陸反推發動機完成。
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返回艙的這腳“剎車”

踩早了不行，踩晚了也不行，只有時機和時長分秒
不差，才能確保返回艙平穩、安全落地。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動力所的設計人員設計
了一套“剎車”動作：在返回艙距離地面1米時，
4台着陸反推發動機在10毫秒內同時點火，大量燃
氣積聚在燃燒室內，形成高壓，最終從尾部的噴口
中噴出，以反推力來減緩降落速度。

別看這四台發動機的個頭和重量都不大，每台
都能在瞬間產生大約3噸的巨大反推力。4台一起
工作，就有十多噸的反推力。這股巨大的反推力可
有效地抑制返回艙的下墜勢頭，大大降低飛船的下
降速度，減輕航天員着陸過程中受到的過載衝擊，
提高返回艙降落過程中最後一個環節的安全性。

◆◆王亞平王亞平 新華社新華社 ◆◆葉光富葉光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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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電力公司被曝猛料！
隱瞞事故、篡改數據全上榜，日本政府有何大動作？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宣布排汙入海的

這一決定對周邊國家來說如鲠入喉，如

何處理核廢水、如何減緩核汙染排放成

爲周邊國家和人們擔憂的問題。

盡管日本政府一再保證會將核廢水

淨化後再排放，是排放標准是否能執行

，排放之後海洋汙染等問題日本政府依

舊沒有真正擺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舊的問題亟待解決，新的問題又再曝

光。據悉，福島核電站運營商京東電力公

司在事故處理和汙染物排放方面曾有多次

隱瞞行爲，這不僅引發了人們對排汙入海

的擔憂，還産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近日，原日本通産省資源能源廳收

到兩份內部舉報信。信中說，東京電力

公司在1987年至1995年對下屬核電廠進

行維修和檢查時，發現了一些反應堆管

道有裂痕，但東京電力公司未按規定向

核安全管理部門報告，也沒有及時檢修

。同時還提到該公司仍存在 “隱瞞事實

及提交虛假報告”的問題。

此事被媒體曝光後，東京電力公司

再次被翻出“舊賬”，在多重證據之下

，該公司已經無法回避隱瞞事故和篡改

報告的行爲。

早在2002年，東京電力公司承認與

29起編造虛假檢查報告的事件有關。

2003年4月，東京電力關閉了所有

17座反應堆以備徹底檢查，其中福島第

一核電站一號機組出現的問題最爲嚴重

。由于未按要求進行安全殼密封試驗而

被要求強制關閉一年。

2007年1月，東京電力公司在向經

濟産業省提交的調查報告中承認，早在

30年前，福島第一核電站、福島第二核電

站和柏崎刈羽核電站的13座反應堆總計

199次定期檢查中，存在篡改數據和隱瞞

安全隱患的行爲，其中就包括造成福島核

事故中的緊急堆芯冷卻系統失靈問題。

除此之外，東京電力下屬的福島第一

核電站還存在著超期服役等問題。設備老

化、管理不及時等問題也紛紛被曝出。

對外，東京電力公司拒不透露實情，

對內又明顯弱化了危機強度，在關鍵問題上

遮遮掩掩，甚至影響了專業人員的判斷。

被標榜“嚴謹”、“認真”的日本

人又怎會在工作中頻繁疏漏呢？到底是

工作人員不盡責，還是政府管控不及時

呢？雖然沒有肯定的答案，但可以從事

故頻發的東京電力公司看出，日本政府

根本沒有能力管控和處置好核廢料和核

廢水。

4月12日，東京電力公司對外透露

，預計2021至2024年度福島第一核電站

的處理水排放入海相關費用總計約爲

43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2億元）。

同日，日本經濟産業省也批准了東

京電力公司的資金計劃，決定在2022年

度支出2376億日元，作爲報廢反應堆和

核汙水對策所需費用。

此外，東京電力公司還表示，將設置

監測放射性物質的設備需要約30億日元。

日本政府還對外表示，計劃于2023

年春季前後開始排海作業，並表示會把

處理水所含放射性物質氚的活度稀釋至

不到國家標准的四十分之一，通過海底

隧道排放至核電站近海約1公裏處。整

個流程和計劃會讓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進

行審查和計劃。

日本政府從開始就沒能把好關，

現在又曬巨額處置核廢水的費用，無

非就是想對外界表明，日本政府舍得

花錢，也有能力處置好核廢水排海計

劃。不過，出了多次纰漏的東電真正

能夠做好審查和淨化工作嗎？這確實讓

人深感質疑。

疫情高峰期已過？
韓國將全面解除保持社交距離措施

綜合報導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稱，韓

國政府決定從18日起全面解除保持社交距

離措施。目前，韓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仍

維持在10萬例以上，不過，韓國防疫部門

近日表示，該國新冠疫情高峰期已過，需

要轉變防疫體系。

據報道，金富謙表示，公衆聚集場所營

業限時、私人聚會限員、大規模活動和集會

、宗教場所限員將從下周起全面解除。電影

院、室內體育設施等室內公衆聚集場所禁止

飲食的措施將從4月25日起解除。

關于佩戴口罩的義務，金富謙稱，或

將在長時間內繼續維持室內佩戴口罩措

施。另外，室外佩戴口罩的義務將在過兩

周後評估防疫形勢再做決定。

此外，韓國政府還決定，25日起，將

新冠疫情的傳染病等級從最高的一級下調

到二級。

韓國疾病管理廳發言人高在英(音)14日

在記者會上表示，韓國新冠疫情高峰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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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報道稱，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仍

維持在10萬例以上，而且再感染病例增加

，新變異株出現的可能性猶存。另外，屬

于高危人群的60歲以上確診病例占比超過

20%，或引發危重症患者增加。

截至15日0時，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

125846例新冠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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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當選總統尹錫悅14日公布

了最後一批內閣人選提名，至此，新一屆韓

國政府18個政府部門的長官人選都已出爐。

不過據韓媒報道，大選前與尹錫悅約定組建

共同政府、大選後出任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

（交接委）主席的安哲秀推薦的人選並未進

入最終內閣人選名單，引發安哲秀方面強烈

不滿。

據韓聯社報道，尹錫悅當天分別提名農

村振興廳前廳長鄭煌根和勞資發展財團前秘

書長李正植爲農林畜産食品部和雇傭勞動部

長官。至此，18個政府部門的長官人選提名

工作塵埃落定。

“因在內閣組建等問題上分歧難消，尹

錫悅與安哲秀之間矛盾加劇。”據報道，今

年總統選舉前，安哲秀宣布棄選並表示支持

尹錫悅，計劃在選舉後將自己所在的國民之

黨並入國民力量黨，組建“共同政府”。然

而，尹錫悅公布的內閣人選名單中，並沒有

安哲秀推薦的人選。該報當天援引交接委方

面的消息稱，安哲秀取消了當天原定日程，

沒有到交接委上班。此前一天，尹錫悅與

交接委人士共進晚餐，安哲秀也未出現。

政界人士稱，安哲秀缺席是對尹錫悅內閣

名單不滿。安哲秀日前向媒體證實，自己

沒有舉薦內閣成員的機會，尹錫悅方面也

沒有設立接受人員舉薦的機制。尹錫悅14日則在記者會

上表示，共同政府需要的是優秀人才，而不是靠私人關系

。組閣過程中沒有排擠特定人士，組閣前已經向安哲秀做

了“充分說明”。

“安哲秀與尹錫悅裂痕加劇，所謂共同政府或成泡影”

，韓國《亞洲經濟》報道稱，目前圍繞組閣等新政府的人事

安排問題，尹錫悅與安哲秀雙方矛盾難以找到突破口，甚至

有猜測認爲兩人可能“就此訣別”。針對安哲秀會否辭去交

接委主席職務，有觀點認爲，距離新政府成立僅剩不到一個

月，安哲秀辭職或對交接工作不利，進而影響自身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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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前夕，突然收到一位美
南報讀者電郵，講出他十分喜歡閱讀我
的文章，很想知道一下我的 「東翻西看
」 的欄目，是怎樣誕生的。既蒙賞識，
讓我細說從頭。

歲月如梭，不經意之間，本人移民
來美已有47 年光景。移民之前，我是
港澳多間報館雜誌的寫手。踏足美國之
後，跟隨雙親經營粵菜酒家，長達33

年，忙得不亦樂乎。畢竟自己是儒生一
名，當自己接近 「登陸之年」 ，便放棄
一天12 小時的酒家生意，改到美國校
區任職，公餘之時，為美港澳三個地區
的媒體，從事 「自由撰稿者」 的寫作生
涯，轉眼又已有14 年長了。

因為寫作關係，我每天均要涉獵各
個不同政治觀點的媒界，從而取得素材
，再經過自己的判斷立論，廣向讀者介
紹，這就是筆者常用的( 東翻西看) 專欄
的產生過程。

簡介之後，今次要向諸君報導一宗
「臨 期疫苗」 的新聞。4 月1 號，
有亞洲印度尼西亞政府，呼籲美澳等富
國，今後勿再向它們捐贈 「臨期疫苗」
，要送就送上正正當當的防治新冠病毒
的疫苗。至於臨期的疫苗，你們自己留
為己用便是。所謂 「臨期」 者，顧名思
義 便是快要過期的藥物，原來印尼在今
年年初，曾經收到來自美國及澳大利亞

等富有國家大約1900萬劑的新冠疫苗
，可惜這些藥品，快要過時，正是得物
無所用，只好作廢 。在去年年底的
2021年12月22日，非洲的尼日利亞國
家銷毀了由歐洲國家所捐贈的、但是已
過了保質期的超過100萬劑阿斯利康新
冠疫苗。

其實全球新冠疫情的反復，疫苗也
真的是供不應求。為了盡快消滅新冠病
毒，發達國家陸續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捐
贈疫苗。這本來是一個彰顯大國風範、
提高國際地位的好機會，但是，西方發
達國家卻不顧形象，向其他國家捐贈大
量臨期疫苗。

印度尼西亞衛生部官員3月30日說
，今年已有1900多萬劑新冠疫苗因超
過保質期而不得不報廢，還有大約150
萬劑新冠疫苗將於4月過期。這些疫苗
多數是來自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
捐贈的臨期疫苗，往往令受捐國來不及

分配給民眾接種。
包括印尼在內的多個發展中國家正

在加速推進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大量疫
苗來自相關項目和其他國家捐贈，而印
尼等國已經多次呼籲捐贈方不要提供臨
期疫苗。

印尼衛生部高級官員露西婭•麗茲
卡•安達盧西亞3月30日在一場議會聽
證會上說，今年1至3月，全國有1930
萬劑新冠疫苗因過期而報廢，其中97%
來自捐贈。

麗茲卡說，報廢疫苗絕大多數是英
國阿斯利康疫苗，也有美國莫德納疫苗
。她表示，印尼政府後續會盡量優先分
配、使用剩餘保質期較短的疫苗，以避
免浪費。

印尼外交部官員I•格德•恩古拉
•斯瓦賈亞在同一場聽證會上說，印尼
近期將不再接受新冠疫苗捐贈，並將告
知捐贈方所捐疫苗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的

保質期。
英國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保質期相對

較短，僅為6個月。這意味著，印尼希
望接收到捐贈方提供的阿斯利康疫苗時
，這些疫苗應該還有至少4個月時間可
供使用。

除了印尼，非洲國家也面臨著捐贈
的臨期疫苗作廢銷毀難題。據央視新聞
早前報道，肯尼亞1月份接收的疫苗有
近84萬劑次已經過期，尼日利亞去年
12月獲贈上百萬劑疫苗有效期只剩4至
6周，還沒來得及投入使用就全部過期
。

為了避免疫苗還未接種就過期的事
情再次發生，肯尼亞相關負責人日前宣
布，肯尼亞未來只接受4個月及以上保
質期的疫苗。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 且說且說 「「臨期疫苗臨期疫苗」」 楊楚楓楊楚楓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55月月88日日 舉行舉行 「「佛誕節系列活動佛誕節系列活動」」
（本報記者秦鴻鈞）恭逢佛陀聖誕，佛光山中美

寺將於國曆5月8日（星期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舉辦
浴佛法會，祈願藉由浴佛的殊勝功德，回向祝禱所有
人身心安泰、社會安和樂利，世界祥和圓滿。歡迎闔
府蒞臨參加。法會後並有素食義賣。

佛光山中美寺 「佛誕浴佛祈福法會」 於當天上午

十時半至十二時在中美寺舉行。當天的 「美味素食義
賣會」 於當天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舉行。

當天並有Yard Sale 活動：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舉
行。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聯邦政府於四月四日決定為
所有持有聯邦政府 MEDICARE 紅
藍白卡的受益人提供每月最多8
個的免費新冠病毒測試盒。這樣
可以讓大家在短時間內做出對自
己最好的選擇。

康明藥房有大量的新冠病毒
測試盒。歡迎有MEDICARE保險的

民眾帶您的紅藍白卡前來領取。
藥房還有不同種類的新冠疫苗，
歡迎大家前來接種。康明藥房電
話：713 772 7700。地址：9630
Clarewood Dr, Ste A3, Houston,
TX 77036.

康明藥局提供免費新冠病毒測試盒康明藥局提供免費新冠病毒測試盒，，
希合乎資格人士前來領取希合乎資格人士前來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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