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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億美元
430
億美元 推特拟接受馬斯克出價
（中央社）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社群媒體巨擘推特接近同
意以每股 54.20 美元現金價出售給科技業鉅子馬斯克，相當於 430 億
美元，符合馬斯克 「最佳及最後」 出價。
消息人士表示，一旦推特（Twitter）董事會召開會議、建議股東
接受這起交易，推特可能在今天稍晚宣布消息；但交易總是可能在最
後一刻觸礁。這個價格符合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原本提議。
消息人士還說，推特至今仍無法爭取到與馬斯克的合約納入 「尋
購條款」 （go-shop provision），也就是即使簽約後仍能向潛在買家
徵求出價。不過，消息人士指出，推特仍能夠接受第三方競購，只要
支付馬斯克分手費。
推特和馬斯克皆未立即回覆置評要求。

（路透社
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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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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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之光--德州休斯敦觀光商業新地標
華人之光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4/
04
/25
25/
/2022

由華人開發商劉明剛領導的愛心地產開發
公司， 把一棟已成廢墟的聯邦郵政總局改造成
為休斯敦歡光文化商業之新地標 ，一時成為地
產界之佳話。
休斯敦聯邦郵政總局佔地十六英畝， 建筑
面積是五十五萬平方
英尺 ，聯邦政府是在
二 O 一四年轉售給劉
明剛所屬之地產公司
。
主持這項重建工
程的劉明剛之子 Kirby
劉表示， 他決心把這
個老的郵局在既有的
建築基礎上改建為餐
飲、 文藝演出、 辦公
空間及創造一座五英
畝之屋頂空中花園 ，
也是全美最大的一個
大花園。
今天上午我有幸

參觀了這座改建後的大樓， 走進色彩繽紛的食
街， 來自各國不同族裔的美食佳餚， 齊滿了攜
幼扶老的全家大小在長桌上亨受美食。
走到頂樓廣塲， 這個佔地廣大之平台， 不
但種満了各種花卉及樹木， 眺望休斯敦市中心

的高樓大廈， 盡收眼底 ，不但令人心矌神怡
，微風徐徐 ，也激起對劉明剛先生之敬意和欽
佩， 也是我們華人的驕傲。

Houston’
Houston
’s New Tourist Landmark
The 550,000
square-foot former
Houston Post Office
building has undergone
a major innovation by
Lovett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ompany
that has remodeled the
space into a multi-use
project that includes a
food court, a concert
hall, office space and
rooftop garden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ovett Commercial’s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Manager Kirby
Liu said the firm took

on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 as a showcase
for reusing old buildings
rather than tearing
them down and as a
way to rebel against the
strip mall concept.
Built in 1961, the
former post office was
named after the first
Black congresswoman
Barbara Jordan. This
morning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POST’s food project
that is open to all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e were in the big hall

where many people
were enjoying their
meals with their
families.
Walking on the rooftop
of the building, this vast
space is full of all kinds
of flowers and
overlooks the sprawling
skyline of downtown
Houston.
We are certainly happy
that Mr. Liu’s family
has brought such a
wonderful project to
Houston.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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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 龍馬精神
李著華觀點:
龍馬精神- 馬克龍
連任法國總統增強烏克蘭抗俄意志
正當世人注目俄烏戰爭之際，法國舉行總統大選, 現任總統伊曼紐•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 在決選中以 58.2% 的得票率，強勝過極右翼國民聯盟（RN）候選人瑪麗娜•
勒龐(Marine Le Pen)的 41.8%得票率，成為法國 20 年來首度連任的總統, 但這次總統大選
投票率極低,棄權不投票率高達 28%，是 50 多年來最高的一次, 說明法國民眾對大選的兩
位候選人期望不高, 馬克龍固然連任成功, 但他要如何凝聚四成以上不支持他的國民向心力
就成為他未來的新挑戰。
世局詭譎多變, 在俄烏戰役中, 歐盟與北約謹慎對待, 法國在馬克龍領導下, 與美英德各
國扮演了中流砥柱地位, 但這次總統選戰中, 馬克龍的對手勒龐的外交政策與之南轅北轍, 因
此一旦由勒龐勝出，歐盟的團結力量必分散, 烏克蘭很可能在勒龐新政府退縮下, 失去支持
力道,因此馬克龍勝出也代表烏克蘭抗俄壓力的紓解, 所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得知馬克
龍贏得選戰後,在推特上寫道：“我確信我們將共同努力邁向一個強大統一的歐洲”
馬克龍這次選戰打得驚心, 他 2017 年以 39 歲當選為法國史上最年輕總統，反建制和反
民粹的馬克龍很有拿破崙的狂狷霸氣, 自從上任總統後勵精圖治, 使法國從英德之間突破出
來,他誓言要在任內讓法國成為一個初創(startup)的國家, 所以在歐盟居強勢主導地位,走中
間路線的馬克宏，過去幾年推出多項備受爭議的經改發生了法國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暴動, 身
著螢光黃背心的憤怒民眾在各地抗爭嚴重, 暴民縱火打劫, 劍拔弩張, 政府進退失據,讓馬克
龍措手不及。
事實上黃背心運動最初是抗議不斷上漲的燃油稅，後來卻發展成更廣泛的反對貧富不
均的浪潮。馬克龍在法國被稱為富人總統， 他為企業提供稅收優惠，他寧願對燃油徵稅，
也不願對勞動力徵稅,於是這場糾紛引發了城市精英和農村貧困人口間的裂痕。勒龐斥責馬
克龍脫離現實，因為對燃油徵稅就是對工人徵稅, 所以黃背心的怒火直接燒向馬克龍，一度
使他的政權笈笈可危！
後來法國萬衆又因不滿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走上街頭抗議，展開全國大罷工,最後馬克
龍變通政策,化險為夷通過了嚴峻的考驗, 這一次馬克龍再次當選，他的政府必將面臨更多
考驗，他必須記取教訓才能正通人和, 並發揮龍馬精神,維繫住政權！

極端乾旱下野火侵襲美國多地：
極端乾旱下野火侵襲美國多地
：滅火進展慢
滅火進展慢，
，一火災觀察員遇難
(綜合報道）近日，多起大規模野火在美國西南部各州蔓延。南都記者從美國國家野火協調小組了解
到，截至當地時間 4 月 24 日，新墨西哥州、內布拉斯加州和亞利桑那州已有超過 5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在
遭受野火災害侵襲。火災目前已造成至少 1 人死亡、15 人受傷。
美國國家野火協調小組表示，亞利桑那州可科尼諾縣的野火已經持續了一周。截至 24 日，只有 3%過
火面積被控制。野火協調小組表示，可科尼諾縣將仍然處於緊急狀態，已有 2000 多名火災區民眾被撤離
。小組還提醒民眾要留意火災造成的次生災害。
除了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內布拉斯加州也有大規模的土地遭受火災侵襲，樹木和建築物的損失
暫時難以統計。目前美國西南部火災已造成了 1 人死亡、15 人受傷。內布拉斯加州緊急事務管理局確認死
者為 66 歲的退休消防隊隊長約翰•特朗布爾。管理局稱，特朗布爾在擔任火災觀察員時遭遇了煙霧和灰
塵，他駕駛的車輛因此駛離了道路。特朗布爾隨後遭遇大火不幸身亡，消防員在 23 日發現了特朗布爾的
屍體。
野火協調小組稱，本次野火的起火原因仍在調查中。過去 3 個月，美國西南部多州部分地區降水量比
正常年份低 60%到 80%，其中新墨西哥州部分地區遭遇了嚴重干旱。有美國科學家指出，極端乾旱天氣、
管理不善和滅火進展遲緩，會使得美國西南部的野火災害加劇。

亞洲時局

韓國快節奏“復常”引醫療界擔憂
綜合報導 本月 18 日起，韓國
政府宣布全面解除保持社交距離措
施。各市區及部門皆貫撤落實相關
政策，推進民眾逐步回歸日常生活
。但政府能否在新冠變異毒株頻出
等不確定性情況下，保護弱勢群體
並實時監控疫情復燃可能性仍引起
韓醫學界擔憂。
據報道，首爾市麻浦區本月恢
復了自 2020 年 11 月以來暫停運營的
“弘大步行街”街頭表演活動。現
在表演者只需在麻浦區官網提前預
約，便可在預定時間段內進行最多 2
小時的街頭演出。首爾廣場也將於
本月 23 日起舉辦“首爾閱讀廣場”
活動，市民可在每周五、周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4 點從首爾廣場上擺放
的小推車中挑選感興趣的書籍，並
在廣場草坪上自由閱讀。此外，由
首爾市政府牽頭的線下各大文化藝
術節也將六續恢復。
20日，韓國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

俞銀惠舉行記者會，發布《應對後奧
密克戎學校日常恢復促進方案》，並表
示 5 月 1 日起，韓國所有幼兒員、中
小學學生將可到校上學，各項教學
活動正常進行。
但是，急速推進、幾乎無緩沖
期的“後奧密克戎對策”也讓韓國
醫學專家憂心忡忡。
首先，根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 20 日消息，韓境內已發現新冠
病毒奧密克戎重組株 XE 和 XM 感染
病例。上述兩組重組株是由奧密克
戎原始株 BA.1 和亞型株 BA.2 重組而
成，是目前已確認的 17 個重組株之
壹。上月 23 日，韓國國內還首次發
現了 XL 重組株感染病例。據《韓民
族日報》，XE 重組株傳播速度較奧
密克戎亞型株 BA.2 快 12.6%。對此
，韓國天主教大學微生物學名譽教
授白舜英說，目前韓國在病毒全基
因組測序方面做得太少，韓國後續
有必要更積極地監測變異毒株和觀

察其特性。
再者，嘉泉大學醫學院教授鄭在
勛表示，考慮到新冠變異毒株通常占
據主流毒株地位 10 至 14 周，預計今
年下半年將出現新變異株的中等規模
流行。建國大學數學系教授鄭恩玉也
表示，基於相關模型推測，韓國疫情
或於今年11月至明年初復燃，繼續推
進疫苗接種以及實施保持社交距離措
施等非藥物防疫措施極為重要。
此外，相關專家指出，後續韓
政府可能將取消新冠治療費支援金
，因此比起負擔高額檢查費與治療
費，弱勢群體更願意選擇不上報並
不接受治療。對此，翰林大學江南
聖心醫院感染內科教授李在甲表示
，高危群體，即貧困老年人可能會
陷入孤獨死亡的危機。因此，要想
實現後奧密克戎時代的醫療日常化
，保障弱勢群體十分重要，政府應
拿出針對弱勢群體的治療費支援相
關方案。

日媒：印尼也計劃購買俄“打折石油”

公眾輿論“相當支持”

綜合報導 繼印度之後，亞洲另壹
個大國印尼也計劃購買廉價的俄邏斯石
油？據報道，迫切需要廉價石油抑制通
脹的印尼，目前正考慮進口較為廉價的
俄邏斯原油。印尼“饑不擇食”，引發
國際批評和指責。報道甚至援引雅加
達經濟學家的說法稱，印尼在購買俄
邏斯石油時需要謹慎。《日經亞洲》
的文章也承認，印尼公眾輿論卻相當
支持購買俄邏斯石油。

報道稱，印尼國家石油公司首席執
行官維迪亞瓦蒂上月 28 日在議會聽證會
上稱，鑒於當前的地緣政治局勢，“我們
發現了以好價格向俄邏斯購買石油的機會
。只要與我們交易的公司沒有受到制裁，
政治上就不會構成問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俄烏軍事
沖突導致油價飆升，印尼政府為穩定國
內油價，緩解國民生活壓力，出臺多項
措施限制汽油和食用油價格，但印尼仍
未成功壓制國內油價。另據報道
，印尼國家石油公司正在探討如
何降低購買原油的成本，采購俄
廉價石油便成為選項。
報道稱，雖然印尼專家對
從俄邏斯采購石油表示擔憂，
但印尼民間卻支持這壹計劃。
壹段有關印尼國家石油公司計
劃的 YouTube 視頻顯示，大多數

評論都是支持的。有網友稱，“太酷
了！印尼必須勇敢。盡管有批評，但
不要被西方控制。購買俄邏斯石油是
為了印尼人民。”印尼國家石油公司
的壹名代表告訴《日經亞洲》，該公
司尚未獲得批準，從俄邏斯購買原油
的計劃仍處於內部規劃階段。
據報道，知情人士稱，印度國有煉
油商計劃盡可能多的購買俄邏斯石油，
同時將采購策略從招標轉向談判交易，
以獲得更大折扣。他們說，自俄烏沖突
爆發以來，印度國有煉油商已通過常規
銀行渠道以美元支付，從交易商和俄
企業購買超過 1500 萬桶原油。標普上
月評估，在現貨交割的基礎上，俄原
油價格較基準的布倫特原油價格便宜
33 美元。不過，知情人士說，印度煉
油商迄今尚未獲得上述折扣，目前正
尋求俄邏斯供應商進壹步降價。

韓外長提名人向美尋求重啟對朝“延伸威懾”

朝媒批駁
綜合報導 韓國外長提
名人樸振在首爾會見美國
朝鮮事務特別代表金聖時
表示，希望韓美重啟“延
伸威懾戰略磋商機制”。
“樸振向美方轉達希
望重啟對朝擴張遏制政策
”，據韓國紐西斯通訊社
的報道，樸振當天表示，
希望韓美雙方在韓國新政
府成立後繼續保持密切溝
通協調，就對朝政策開展
無隙合作。朝鮮最近發射
導彈“對韓國公民、東北
亞乃至世界和平構成嚴重
威脅”，在朝鮮可能再次
進行核試驗的情況下，韓
美有必要保持密切合作。
樸振還說，為了強化對朝
遏制力，有必要重新啟動

韓美“延伸威懾戰略磋商
機制”。報道稱，“延伸
威懾”是指美國在盟國遭
到核威脅或攻擊時提供核
保護傘，將動用常規武器
和導彈防禦系統保衛盟國
。金聖表示，拜登政府就
與尹錫悅政府密切合作推
進對朝政策寄予厚望，美
方將與韓國緊密合作應對
半島緊張局勢。
朝鮮媒體“回聲”刊
文指出，現在不是美國獨
占核武器的時代，也不是
美國使用核武器單方面對
朝威脅的 20 世紀，美國對
韓國提供所謂核保護傘已
經早就是陳詞濫調了。文
章稱，現在韓國還在相信
美國的核保護傘，期待所

謂“延伸威懾”，這真讓
人懷疑韓國是不是想遭受
“核災難”。
尹錫悅當選韓國總統
後，多次強調加強韓美同
盟，並改善韓日關系。繼
本月初派出代表團訪美後
，尹錫悅將於 24 日向日本
派遣“韓日政策協商代表
團”。不過， 韓國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方面批評稱，
訪日代表團中有曾參加
“ 屈 辱 協 議 ” （2015 年
《韓日慰安婦協議》）談
判的官員，這將給日方發
出錯誤外交信號。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松野博壹 20 日
稱，日本政府認為，“慰
安婦”問題“已經最終、
不可逆轉地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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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混亂
巴西原住民抗議政府放縱淘金者
綜合報導 亞諾馬米保
護區位於亞馬孫河最北端，
面積約 1000 萬公頃，是巴西
最大的原住民保護區，超過
2.8 萬原住民在此生活。由於
蘊含豐富的黃金礦藏，保護
區多年來壹直被淘金者覬覦
，承受著非法采礦帶來的惡
果。
據報道，目前保護區內
有超過 2 萬名外來淘金者。
淘金者大肆砍伐樹木，使河
流改道，導致保護區生態系
統失衡。在加工礦石過程中
，大量高濃度的汞發生泄漏
，造成河流汗染。生態環境
的惡化使原住民無法再通過

綜合報導 巴西經濟部長保邏· 蓋德斯(Paulo Gue 誒 es)近日在美國
訪問期間表示，巴西反對因俄烏沖突而對俄邏斯進行經濟制裁。此
外，他還提出應將俄邏斯留在國際貨蔽基金組織(IMF)。
據報道，蓋德斯出席了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舉辦
的會議。在活動中，蓋德斯稱，巴西贊成與俄邏斯建立對話的橋梁
，通過協商結束俄烏沖突，同時結束對俄邏斯的經濟制裁。
這位部長指出，巴西的憲法不允許巴西支持未經聯合國批準的制
裁，而目前聯合國未做出這洋的抉定。現在的制裁是由美國、歐盟和其
他發達國家發起的。蓋德斯解釋：“我們反對戰爭，也反對戰爭的經濟
後果，即制裁”。
蓋德斯將在美國逗留壹周並慘加國際貨蔽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
G20(二十國集團)的會議。蓋德斯曾表示，國際貨蔽基金組織的現行規則
不允許驅逐任何成員，這洋的舉措將引發更大程度的經濟鬥爭。在他看
來，應該保留與俄邏斯鉤通的橋梁來說服他們停火，如果直接驅逐俄邏
斯，反而是在鼓勵經濟戰。
蓋德斯的這壹聲明與巴西外長卡洛斯· 弗朗薩(Carlos Fran?a)的說法
不謀而合。弗朗薩提出，希望將俄邏斯留在 G20。
此外，蓋德斯還在會議上提到，將巴西納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成員國的時機已經成熟，巴西是解抉世界能源和量食問題的重要
力量。

西南華人浸信會

英國將非法移民送至盧旺達，美國四處扣押俄遊艇
綜合報導 原來，英國為打擊非法穿
越英吉利海峽的偷渡行為，在 4 月 14 日與
盧旺達簽署了壹項協議，計劃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來非法抵達英國的人遣送至盧旺
達。而未來幾周內，將正式通知首批被送
往盧旺達的人。據悉，英國向盧旺達先期
支付了1.2億英鎊（約合人民蔽10億元）。
盧旺達是壹個貧困的國家，而且不時
有戰亂發生。非法移民偷渡英國就是為了
有個好前程，但卻被送到壹個貧困國家，
這讓他們的未來壹片黑暗。
英國政府這壹計劃壹經披露，遭到廣
泛反對和批評，其中包括英國反對黨及部
分保守黨成員，超過 160 個慈善機構敦促
政府廢除這壹計劃。
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基爾· 斯塔默、
工黨影子律師裏夫斯均表示，該計劃“不
道德且不可行”。
聯合國難民署助理秘書長吉莉安· 特
裏格斯表示，該計劃“嚴重違反了國際法
和難民法”，在烏克蘭難民危機爆發期間
，這是“令人不安的事態”。
英國內政大臣和盧旺達外長為此計劃
辯護，認為這是對人口偷渡“致命貿易”

的創新解抉方案。
頻出狠招的，還有美
國。
目前，美國及西方國
家已對俄邏斯發起了 9600
項制裁，這其中就包括制
裁支持俄對烏軍事行動的
富豪們的資產，收繳巨富
們的“遊艇”就是其中壹
項。
如今已有多國扣押了
俄富豪所有的豪華船只和別墅，以回應對
俄制裁。
壹周前，俄邏斯富豪蘇萊曼· 克裏莫
夫的壹艘超級遊艇從墨西哥抵達斐濟。而
4 月 19 日，斐濟檢察總長提交的限制令顯
示，美國正試圖扣押這艘遊艇，因為克裏
莫夫本人正受到美國和歐盟的制裁。
在美國、英國與歐盟對俄邏斯發動
的制裁下，壹些富商們為了保住自己的
遊艇，只能趕緊逃往不受制裁的港口。4
月 16 日，在制裁榜上列有大名的俄邏斯
鋁業巨頭歐列格· 德裏帕斯卡的豪華遊艇
抵達土耳其南方的戈西克海岸，因為土耳

世界量食計劃署：非洲之角數百萬家庭每天面臨災難威脅
綜合報導 目前雨季已經過
去了近壹個月，但非洲之角仍然
沒有降雨。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
署(WFP)近日警告稱，如果這樣
的情況繼續下去，加上人道主義
援助減少，2022年因幹旱造成的
饑餓人數可能會從目前估計的
1400萬上升至2000萬。
世界糧食計劃署消息稱，索
馬裏面臨饑荒的風險，50萬肯尼
亞人距離災難性的饑餓危機只有

壹步之遙，埃塞俄比亞的營養不
良率遠遠高於緊急閾值。
世界糧食計劃署東非區域
局局長邁克爾· 鄧福德(Michael
Dunfor 誒)說：“根據過去的經
驗，我們知道，及早采取行動
避免人道主義災難至關重要，
但由於迄今缺乏資金支持，我
們行動的能力有限。”“自去
年以來，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其
他人道主義機構壹直在發布預
警，如果我們不立即采
取行動，這場旱災可能
是災難性的。但我們獲
得的資金支持未能達到
所需規模。”
世界糧食計劃署消息
稱，烏克蘭沖突加劇了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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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形勢，糧食和燃料成本飆升至
前所未有的高位。非洲之角受幹
旱影響的國家同樣受到沖突的嚴
重影響——食物籃的成本已經上
升，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亞和索馬
裏，成本分別上升了66%和36%。
這些國家嚴重依賴黑海盆地的小
麥進口，進口中斷進壹步威脅到
糧食安全。自2022年1月以來，
壹些航線的運輸成本翻了壹番。
在2016—2017年非洲之角的
旱災期間，早期行動避免了災難。
人道主義援助在饑荒蔓延之前就
擴大了規模，這不僅拯救了生命，
還避免了災難性饑荒。今年，由於
嚴重缺乏資源，人們越來越擔心，
不可能阻止這場日趨嚴重的災難，
數百萬人將因此遭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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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糧食計劃署上壹次呼
籲籌集迫切所需的資金是在今
年 2 月份，但籌集到的資金不
到所需資金的 4%。在接下來的
六個月裏，世界糧食計劃署需
要 4.73 億美元來擴大援助，在
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索馬裏
三國開展拯救生命的行動。
世界糧食計劃署在非洲發起
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預期幹預
行動，為幹旱熱點地區的索馬裏
脆弱家庭提供額外的現金轉移和
公共宣傳活動，幫助他們抵禦長
期幹旱的影響。世界糧食計劃署
還在繼續開展生計、恢復力和糧
食系統項目，以維持最近的發展
成果，並長期支持索馬裏脆弱群
體抵禦幹旱和其他危機。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其是地中海國家中，不會扣押俄邏斯遊艇
的國家。
克裏奧號不是第 1 艘選擇土耳其作為
避風頭的遊艇，在此之前，2 艘與俄邏斯
石油業億萬富翁阿布拉莫維奇有關的超級
遊艇，就停靠在土耳其港口，阿布拉莫維
奇曾經在伊斯坦堡行的烏克蘭-俄邏斯和平
談判中露面，頗令人出乎意料。
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也是黑海邊
的主要國家，他們不願在烏俄戰爭中明顯
站隊，雖然支持烏克蘭保衛家員，但也反
對對俄邏斯實施制裁的做法，連帶的就沒
有跟進沒收俄邏斯億萬富翁材產的措施。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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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巴西經濟部長反對制裁俄邏斯
籲將其留在國際貨蔽基金組織

總統博索納邏公開指責原住
民占 用 了 過 多 土 地 ， 以 發
展經濟為由試圖將保護區
采礦合法化。此外，他還
削減環境部門撥款，甚至
在直播中公然抱怨執法人
員執法力度過大，對環境部
門進行打壓。
記者註意到，4 月初，
數千名原住民聚集在首都巴
西利亞。他們渾身塗滿象征
著鮮血的紅色油漆與泥漿，
在總統府、能源與礦業部等
政府部門前舉行遊行示威活
動，抗議政府對非法采礦活
動的漠視與縱容，要求驅逐
外來淘金者。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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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歐 美 多 國 近 日 出 現 不 明 原 因 的 兒 童 肝 炎 病 例 。 英 國
廣播公司報道稱，英國衛生部門表示，該國上周出現數十例兒童
肝炎病例。此外，丹麥、愛爾蘭、荷蘭、西班牙和美國也報告有
類似病例。
報道稱，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顯示，目前在愛爾蘭發現的
病例不到 5 例，西班牙發現 3 例。WHO 稱，未來幾天可能會出現更多病
例。歐洲疾控中心（ECDC）表示，已經發現病例的歐洲國家正在對病
因進行調查。美國阿拉巴馬州公共衛生部門表示，在 1 歲至 6 歲的兒童
中發現了 9 例肝炎病例，其中 2 名兒童需要進行肝移植手術。除阿拉巴
馬州外，美國其他各州也在調查類似病例。英國是目前發現不明原因兒
童肝炎病例最多的國家，共有 74 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稱，目前已排除由傳染性肝炎病毒——甲、乙、
丙、丁、戊型肝炎病毒引發肝炎的可能性，調查人員正在重點分析
“腺病毒”引發兒童肝炎的可能性。“腺病毒”是壹種常見病毒，
壹般會引發感冒、嘔吐和腹瀉等輕癥。調查人員也並未排除其他病
因的可能性，包括感染新冠病毒等，但專家認為此次出現的兒童肝
炎與接種新冠疫苗沒有關系，因為所有肝炎病例兒童都未接種新冠
疫苗。
另據以色列媒體 20 日報道，該國已發現 12 起不明原因兒童肝炎病
例。具體調查發現，12 名兒童中至少 5 人出現冠心病並發癥，4 名兒童
出現肝臟衰竭。救治患兒的相關醫院表示，目前不認為這種肝炎會造成
傳染病暴發，人們也不必恐慌。

淘金者的到來還導致保
護區社會秩序混亂。他們以
“可輕松致富”為借口，引
誘原住民中的年輕人甚至是
未成年人放棄照顧社區和種
植農作物，轉而從事非法采
礦工作，並以槍支、彈藥等
支付勞動報酬。隨入侵者而
來的毒品與酒精飲料也使地
區原住民之間的暴力沖突不
斷增加。有相關組織表示，
巴西超過 90%的暴力致死案
件由非法采礦引發。
盡管巴西法律禁止在原
住民保護區采礦，巴西警方
也開展了壹系列打擊非法采
礦行動，但收效甚微。現任

英美確實狠！

歐美多國出現不明原因兒童肝炎病例

英國已有 74 例

捕魚、狩獵和采集等傳統方
式獲取足夠的食物，食物供
應受到嚴重影響，保護區內
每 10 名 5 歲以下兒童中，就
有 8 人長期營養不良。
由於生活在與世隔絕
的熱帶雨林，亞諾馬米人
對外界疾病缺乏抵抗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巴西蔓延
後，外來淘金者成為亞諾
馬米人感染病毒的主要源
頭。在保護區醫療資源短
缺、基礎設施落後的情況
下，亞諾馬米人的感染率
和死亡率均高於全國平均
水平，成為亞馬孫地區最
易感染新冠肺炎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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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怒批社交媒體 需加強監管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說，選民消費和分享信息的方式正在
削弱世界各地的民主，並指責目前由社交媒體公司授權的信息生態系統助
長了人類一些最糟糕的衝動。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導，奧巴馬說:“民主削弱的最大原因之一
是我們溝通和消費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奧巴馬 4 月 21 日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時表示，當前的信息生態系統
正在加深現有的種族和宗教分歧，不過他補充說，並非所有現代化問題都
是技術進步的副產品。
奧巴馬說:“我們目前面臨的一些挑戰是一個完全互聯的世界所固有的
。”“它們也是主導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做出非常具體選
擇的結果。”
奧巴馬說，社交媒體公司圍繞內容審核和使用算法對帖子進行排名的
決定“使民主更加脆弱”。這位前總統表示，他理解社交媒體公司需要賺
錢，但他補充說，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即煽動性和兩極分化的內容
會吸引更多人參與。
去年從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洩露的內部文件顯示，該平台的研究人
員意識到，他們的算法會將用戶推向包含錯誤信息的帖子。
Facebook 的研究人員早就知道，壞人在玩弄系統，操縱平台的算法。
根據 2019 年 12 月的一份備忘錄，Facebook 研究人員注意到，用戶會編造
越來越離譜的事情，以獲取評論和反應，我們的算法將其解讀為我們應該
讓事情像熱點一樣傳播的跡象。
這位前總統說，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很難區分安東尼·福奇博士的同行
評審文章和“小販”兜售的靈丹妙藥之間的區別。
奧巴馬說，新冠狀病毒大流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這些平台的設計似乎正把我們推向
錯誤的方向。
“儘管我們現在已經對全球數十億人進行了臨床測試，但大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仍然願意
將自己和家人置於風險之中，而不願接種疫苗。人們因為錯誤的信息而死亡，”奧巴馬說道。
他在最近的公開露面中強調了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的威脅，但在上週四，他對他所稱的錯
誤信息正在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影響國外和美國的民主提出了質疑。
他說，沒有監管機構提供的一些標準和護欄，社交媒體對社會的影響是可怕的。雖然奧巴
馬挑戰社交媒體公司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他指出，圍繞種族、文化和宗教的社會分裂不
是由 Facebook 和 Twitter 這樣的公司造成的。
“該軟件可能存在設計缺陷和漏洞。”但他補充說，他相信，在保留開放互聯網的變革力
量和承諾的同時，至少可以減輕其最壞的危害。
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右翼白人民族主義者聲稱他不是在美國出生，奧巴馬本人也成為
了一場虛假信息運動的對象。白宮最終公佈了他的出生證明復印件，以平息謠言。

近幾個月來，奧巴馬一直在與學者、研究人員、前監管機構和行業領袖會面，討論虛假信
息的威脅。他指責社交媒體平台宣揚謊言和真理一樣多。
本月早些時候，在芝加哥大學和《大西洋月刊》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奧巴馬錶示，社會需
要在社交媒體平台賺錢和從事有害行為之間找到平衡。
週四，他再次重申了這一信息。奧巴馬錶示，雖然他相信社交媒體公司是真心實意地限制
其產品的危險，但他們仍然有經濟上的動機來保持用戶的參與度。
奧巴馬說：“這些公司對於他們的標準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或者他們的參與度排名系統是
如何影響哪些內容迅速傳播和哪些內容不會傳播的，仍然過於謹慎。”
他說，影響數十億用戶的決定不應該只留給大型社交媒體平台，需要監管機構的監督。社
交媒體公司之所以能夠避開審查，至少部分原因是《通信規範法》第 230 條。
這是一部確保社交媒體公司不對用戶和第三方在其平台上發布的帖子承擔責任的法律。儘
管去年兩黨議員提出了幾項法案，但華盛頓特區的議員們一直未能找到改革該法律的方法。
奧巴馬錶示，他不認為第 230 條應該被完全廢除，但考慮到技術進步和社交媒體平台帶來
的變化，他呼籲對法律進行改革。

奧密克戎 BA.2.12.1 變異株傳播更快
紐約疫情死灰復燃
（綜合報導）美國疾控中心（CDC）發布週報重點關注
了奧密克戎的新變體 BA.2.12.1。
CDC 稱，BA.2.12.1 正在美國變得越來愈普遍，並讓紐
約州、新澤西州的疫情死灰復燃。目前 BA.2.12.1 佔據了紐
約州、新澤西州新冠病例的半壁江山。
CDC 稱，美國一些早期證據表明 BA.2.12.1 比奧密克戎
變體傳播速度更快。奧密克戎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具傳染性
的新冠變異毒株，而 BA.2.12.1 又是眾多奧密克戎子變體中
傳播速度最快的。
BA.2.12.1 是 BA.2 變異毒株的下一代。 BA.2 傳播力至少
比 BA.1 高 30%。據 CNN 報導，BA.2.12.1 的傳播力估計比其
前身 BA.2 還要高 23%至 27%，目前美國約有五分之一的新
病例是 BA.2.12.1。 CDC 發言人 Kristen Nordlund 對 CNN 表
示，與其他 BA.2 亞系變體相比，BA.2.12.1 在美國的比例迅
速增加，特別是在紐約和新澤西地區。
美國經歷了新冠病毒的各種不同變種的浪潮。 2021 年
初席捲美國的是新冠病毒 Alpha 變異毒株，並造成了美國數
輪疫情中死亡人數之最。隨後的 2021 年夏天則出現了新冠病
毒 Delta 變異毒株。在 2021 年末和整個 2022 年初，Omicron
變異毒株席捲美國，而 Omicron 各種開枝散葉的亞譜系變異
毒株繼續成為在美國目前流行的主要變異毒株。
目前美國疫情又進入了上升期。 CDC 報告稱，截至 4 月

20 日，當前美國每日新增病例的 7 天移動平均值為 42605 例
，比之前的 7 天移動平均值 31495 例增加了 35.3%。
根據 CDC 監測，Omicron 譜系占美國新冠變異毒株的
100%。在美國流行的 Omicron 有以下幾個版本 B.1.1.529 譜
系 （ 包 括 BA.1、 BA.3、 BA.4 和 BA.5） 、 BA.1.1** 譜 系 、
BA.2 譜系、和 BA.2.12.1 譜系。目前美國主要的 Omicron 譜
係 是 BA.2。 BA.2 在 全 美 的 比 例 預 計 為 74.4% （95% PI
68.3-79.7%）。 BA.2.12.1 的全國比例預計為 19.0%（95%
PI 13.4-26.0%）。 BA.1.1 預計為 6.1%（95%PI 5.1-7.3%
），B.1.1.529（BA.1、BA.3、BA.4 和 BA.5）預計為 0.5%
（95%PI 0.3-0.6%）。
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 BA.2.12.1 會導致比原始 Omicron
毒株其各種子變異體更為嚴重的症狀。 BA.2.12.1 之所以備
受關注，在於其刺突蛋白上 L452Q 點位的突變。 L452 是
Delta 變異毒株最關鍵突變點位，L452 使 Delta 具有傳播優勢
，而原始奧密克戎毒株則不具備這一突變。刺突蛋白是新冠
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的“鑰匙”。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也報告了 5 例 BA.2.12.1。英國監測
新冠傳播的 CovidGenomicsUKConsortium(COG-UK)表示，
該變體於 3 月 23 日首次在英國被發現。
BA.2.12.1 變種還在澳大利亞、以色列、丹麥和奧地利被
監測到。

美國新澤西州大麻合法銷售首日場面火爆，
美國新澤西州大麻合法銷售首日場面火爆
，店鋪外排起長龍
（綜合報導）4 月 21 日是美國新澤西州合法銷售大麻的第一天，當天，該州 13 家獲批出售
娛樂用大麻的藥店正式對 21 歲及以上成人開放。天還沒亮，許多店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隊，隊伍
一眼望不到頭。
新澤西州是美國第 18 個開放成人娛樂用大麻合法化銷售的州。由於 4 月 20 日是“國際大麻
日”，當地政府特意選擇錯開日子，將 21 日定為首個開賣日，避免人們蜂擁而至，沒想到隔了
一天，場面還是十分火爆。
當地時間 4 月 21 日凌晨，不少人已經在獲批銷售娛樂用大麻的藥房外排隊，有的店到上午
10 點才開門，大多數會營業到當晚 8-9 點。消費者最多可以購買 1 盎司的大麻或 5 克的濃縮液。
在新澤西州布盧姆菲爾德，一家銷售大麻的連鎖店通過派送免費甜甜圈、播放音樂來烘托
氣氛，前來購買大麻的居民都挺興奮。
23 歲的丹尼爾•加西亞（Daniel Garcia）排在隊伍的第一位，他稱自己凌晨 3 點半就來排隊
了，“我很興奮，一切都在合法地開放”。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4 月 22 日報導，一位名叫克里斯的顧客稱，他一晚上都沒睡，早
上 6 點前就來排隊了，“我前一天工作到很晚，但我知道我必須來這裡見證，我想成為其中一
員。今天，我們可以自由地做這件事，不用承擔任何後果”。

據《大西洋城新聞報》22 日報導，在蛋港鎮一家店鋪外，排隊的人大約有 100 位，還有兩
位警察在現場維持秩序。
報導稱，這些藥店目前只接受現金購買，因為根據聯邦法律，大麻仍被歸為附表 1 藥物，
這限制了銀行和信用卡公司將業務擴大到大麻銷售領域。
新澤西州政府官員稱，州立監管機構已經批准了 13 家原本銷售醫用大麻的藥房開賣娛樂用
大麻，他們還收到了 300 多份關於大麻零售許可證的申請。該州正在考慮優先向少數族裔、婦
女和傷殘退伍軍人經營的藥房發放許可證，尤其是那些在該州大麻合法化前檔案中有大麻犯罪
記錄的人。
2019 年 11 月，新澤西州以壓倒性多數的投票支持建立受良好監管的成人大麻市場。 2021
年 2 月，新澤西州州長菲爾•墨菲簽署法案，使 21 歲及以上成年人擁有和使用大麻合法化，他
稱“每年讓新澤西州成千上萬的少數族裔因輕度毒品犯罪被逮捕，這是不公正和站不住腳的”
。
今年 4 月 15 日，菲爾•墨菲在推特發文迎接娛樂用大麻合法銷售日，他稱“這是我們開創
一個新的大麻產業的歷史性一步”。

中華民族自古提倡閱讀，講究格物致知、誠意正

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

文化強國建設，為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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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書香中國 首屆全民閱讀大會在北京舉行

民眾閱讀行為習慣趨數字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及中通社報道，4 月 23 日是第 27 個世界讀書日，中國
各地推出豐富多彩的閱讀活動，引導大家在書香中啟迪心智、提升自我。同日，首
屆全民閱讀大會在北京舉行，本屆大會以“閱讀新時代、奮進新征程”為主題，全
面展現書香社會建設，以及國民綜合閱讀行為和習慣的情況。

開卷有益，共建共享書香中國。中國各地每
年都舉行不同形式的世界讀書日紀念活

動。倡導全民閱讀，已成為國民教育和綜合素質
培養的重要方式之一。 自 2014 年起，“全民閱
讀”已經連續 9 次被寫入中國政府的工作報
告。
在江蘇南京、貴州都勻、四川溫江、重慶渝
北、浙江德清等地，各種類型的城市書房、家庭
圖書館紛紛推出形式多樣的閱讀活動，讓市民在
社區裏、家門口感受讀書的樂趣。安徽、山西、
廣東等地的農家書屋、鄉村書社則面向村民和兒
童舉辦了各類讀書活動，讓書香飄滿鄉間田野。

5展區展示數字閱讀企業科技成果
在本屆全民閱讀大會上，主辦方發布《2021
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該報告多維度地呈現
中國數字閱讀的現狀、特點及趨勢，也印證了數
字技術進步發展對國民閱讀習慣和方式的積極影
響。該報告認為，數智時代的變革拓展了數字閱
讀的新場景，為閱讀者帶來更沉浸的閱讀體驗。
國民閱讀的行為和閱讀習慣，正在向數字化轉
型，以及數字內容消費服務方式的改變。
為推動數字閱讀，主辦方圍繞“數字閱讀發
展歷程”邁入“數字閱讀未來生活”主題，打造
數字書香、IP精品、融合發展、分群閱讀和數智
未來 5 個展區，集中展示了咪咕公司、閱文集
團、中文在線、番茄小說、掌閱科技、喜馬拉
雅、微信讀書等內地前 10 名的數字閱讀企業的
科技成果。

去年成年國民綜合閱讀率81.6%
而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 23 日發布的第十九
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21 年，中國

成年國民包括書報刊和數字出版物在內的各種媒
介的綜合閱讀率為 81.6%，較 2020 年提升 0.3 個
百分點，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76本、每天讀
書時間為21.05分鐘、電子書閱讀量為3.3本，較
上一年均有所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出版協會在大會上發布
首張“全民閱讀地圖”。這張地圖是將全民閱讀
活動成果進行可視化呈現的數字內容平台。包括
展示閱讀活動、優秀閱讀項目、優秀圖書、城市
書展、特色圖書館，以及特色書店等 6 個內容圖
層，數據節點達 328 個。該地圖可以通過 PC
端、手機端訪問，在全民閱讀地圖上看到文字、
圖片及視頻等豐富的數字內容。未來通過對“全
民閱讀地圖”圖層類型、數據規模和數字內容的
豐富和擴展，可成為全民閱讀活動成果的重要轉
化工具，實現“一張圖”讀懂全民閱讀活動的目
標。

去年圖書零售市場規模增1.65%
據華經產業研究院統計顯示，隨着中國國民
經濟增長、文化消費支出增加，在國家產業政策
的引導下，圖書市場規模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
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 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總
規模下降至 970.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減少 5.1%。2021 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規模回升
至986.8億元，同比增長1.65%。
1995 年 11 月 15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
確定每年4月23日為“世界圖書日”。其設立目
的是推動更多的人去閱讀和寫作，希望所有人都
能尊重和感謝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文
學、文化、科學、思想大師們，保護知識產權。
每年的這一天，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會舉辦各種
各樣的慶祝和圖書宣傳活動。

◆《2021 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
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
》認為
認為，
，國民閱讀
的行為和閱讀習慣正在向數字化轉型。
的行為和閱讀習慣正在向數字化轉型
。圖為廣州市民
在圖書館閱讀電子報刊。
在圖書館閱讀電子報刊
。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月背征途》等 19 種圖書獲文津圖書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4 月
23 日是“世界讀書日”，在倡導全民閱讀風氣之
際，中國國家圖書館發布第十七屆文津圖書獎評選
結果。《許淵沖百歲自述》《月背征途：中國探月
國家隊記錄人類首次登陸月球背面全過程》《腳
印》等 19 種圖書獲獎，並推薦圖書 51 種。同時，
國圖還推出歷屆文津圖書獎獲獎書和推薦書電子閱
讀平台，讓文津佳作觸手可及。
今次文津圖書獎獲獎圖書包括社科類9種、科
普類 4 種、少兒類 6 種。社科類圖書有《許淵沖百
歲自述》《詩仙酒神孤獨旅人：李白詩文中的生命
意識》《紅船啟航》《僅此一生：人生哲學八講》
《武則天研究》《價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法治的細節》《一個人最後的旅程》《置身事
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科普類圖書為《月背
征途：中國探月國家隊記錄人類首次登陸月球背面

全過程》《山川紀行：臧穆野外日記》《動物去哪
裏》《元素與人類文明》。
少兒類圖書有《腳印》《風雷頂》《身體的
秘密：從細胞到不可思議的你》《太陽和蜉蝣》
《我說話像河流》《樹孩》。
今次獲獎圖書中，由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科研人員創作的《月背征途：中國探月國家隊記錄
人類首次登陸月球背面全過程》，以豐富的第一手
資料和引人入勝的樸實文字，為讀者帶來了一部優
秀的航天科普作品。書中既包括了對中國探月歷程
的全方位回顧，更對嫦娥四號月背着陸和玉兔二號
月球車的科學探索給出了詳細的介紹，還引用了大
量月背實拍高清照片。
據悉，文津圖書獎設立於 2004 年，是在中國
國家圖書館的倡導下，由全國圖書館及讀者、專
家、媒體共同評選的公益性優秀圖書獎項。

新型復興號明線及隧道相對交會時速創世界紀錄

◆ 新型復興號高速綜合檢測列車上線運行，創造高鐵動車組
列車明線和隧道交會速度世界紀錄。
國鐵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
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23日介紹，由中國自
主研發、世界領先新型復興號高速綜合檢測列
車上線運行，並在近日首次成功實現單列時速
435公里、相對時速870公里的明線交會（高速
列車在非隧道環境下的交會）和單列時速 403
公里、相對時速 806 公里的隧道交會。交會速
度創造世界紀錄。
香港文匯報獲悉，該車作為高速動車組新
技術驗證平台參與 CR450 動車組研製先期試
驗，按復興號動車組目前技術編號，CR450 持
續時速為 400 公里。這意味，今次新突破將為

研製時速400公里復興號列車積累試驗數據。

兩列車同等時速交會僅0.86秒
今年 4 月份以來，新型復興號高速綜合檢
測列車在濟鄭高鐵、鄭渝高鐵開展了CR450動
車組研製先期試驗，分別在明線和隧道開展動
力學、阻力等60餘項科學試驗，獲取不同工況
下動車組列車及高鐵路基、隧道等基礎設施的
特徵數據，相關指標表現良好，探索了列車速
度提升相關安全性、舒適性參數變化規律。
國鐵集團介紹，兩列分別由鄭州和濮陽始
發的試驗列車，在行至河南浚縣境內時成功交

會時，記錄儀顯示列車運行時速達到 435 公
里，相對交會時速 870 公里，列車交會時間僅
為 0.86 秒，乘客坐在車廂，僅用 0.86 秒時長即
與同等時速相會列車擦“身”而過。不過，高
速綜合檢測列車只是“體檢列車”，行駛過後
主要為鐵路部門提供養護維修數據，車內並無
乘客。
今次由中國復興號高速綜合檢測列車打破
的僅是全球列車交會速度世界紀錄，全球輪軌
軌道列車最高速度紀錄是由法國阿爾斯通TGV
超高速列車創造的 574.8 公里/小時的最高速度
紀錄。

亞洲新聞
2022年4月26日

日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本人不會慘拜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在“春季例行大
祭”期間向靖國神社供奉了
名 為 “真榊”的祭品。據報
道，岸田文雄本人將不會去慘
拜。
此前在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岸田文雄曾以“內閣總理大
臣”的名義，向靖國神社供
奉“真榊”祭品。
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
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
工具和象征，供奉著對侵略
戰爭負有直接責任的二戰甲
級戰犯。
中方壹貫堅抉反對日本政
要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錯誤做
法，敦促日方切實正視和深刻
反省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劃
清界限，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
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緬北帕敢網酪再次中斷
對於當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綜合報導 克欽邦帕敢大部分地區 Mytel 運營商網酪信號，
再次被切斷。截至目前，帕敢當地的網酪信號重開還不足半個
月的時間，網酪信號中斷，對於當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
響。
從當地民眾處得知，4 月 19 日晚間開始，帕敢賽島、勞卡
在內，大部分地區網酪信號中斷，對於網酪信號為何中斷，運
營商暫未發文回應。2021 年 8 月 20 日開始，帕敢城區網酪信號
被切斷，網酪中斷的時間長達 8 個月。
4 月 5 日，帕敢地區只恢復了 Mytel 網酪信號，其他運營商
網酪信號仍然處於中斷狀態。當地民眾表示，網酪信號中斷與
遊行示威運動有很大的關系，近期當地民眾多次舉行了示威運
動。此外，發水節期間，有民眾還發起了不發水運動。
帕 敢 艾 苗 達 雅 街 區 壹 名 男 子 表 示 ， 19 日 中 午 開 始 ， 已
經不能正常使用上網功能，雖然手機上還能顯示 4G 信號。
以前在軍隊附近還能正常使用上網功能，現在只能使用通
話、短信功能。
另外壹名當地民眾表示，網酪被切斷期間，只能前往安裝
著 IP Star 衛星接收機店上網。壹個小時的上網費為 5000 緬蔽，
只有有急事的時候才會去店裏使用網酪服務。在網酪被切斷期
間，帕敢地區至少有 5 個通訊塔遭炸彈襲擊。

綜合報導 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兌美元匯率
延續多日來的跌勢，壹度觸及 1 美元兌 129 日
元的低位。悉尼市場早盤日元兌美元匯率成
交價跌至 129.40 日元，本輪日元貶值已達到
2002 年 4 月以來的最嚴重水平。因美元加息，
日元賣盤和美元買盤的局面還在持續，日元
兌美元匯率逼近 130 日元的重要心理關口。彭
博社報道稱，日元匯率已連續 13 天下跌，創
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長連續下跌紀錄。今年年
初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跌幅已達 10%，在發
達國家貨蔽中表現最差，幾乎和盧布壹道成
為全球表現最差的主要貨蔽。
日媒稱，日元持續快速貶值已經成為拖
累日本經濟復蘇又壹風險因素。俄烏沖突爆
發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全球
供應鏈更趨緊張。在日元大幅貶值的疊加效
應下，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日本材務省公布的最新貿易統計數據顯
示，2021 年度日本貿易收支逆差為 53749 萬億
日元。這是兩年來日本首次出現貿易逆差，
且逆差額為歷史第四高水平。
與此同時公布的 2022 年 3 月貿易數據顯
示 ， 受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日元貶值
影響，當月日本進口同比激增 31.2%，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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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去年 10 月，韓國外賣配送員數量上漲至
42.8 萬人，同比增長 9.7%，為 2013 年開始相
關統計以來的最高值。
韓 國 《 亞 洲 日 報 》 報 道 稱 ， 韓 國 2019
年 外 賣 員 數 量 為 34.9 萬 人 ， 2020 年 漲 至 39
萬人，增幅為 11.8%。然而，新冠肺炎疫情
暴發前的 2019 年 10 月，外賣員數量同比增
幅 僅 為 0.7% ， 形 成 鮮 明 對 比 。 報 道 分 析
稱 ，受防疫措施影響，人們護外活動受到
制約，外賣和網購變得活躍。與此同時，
和其他職業相比，外賣員從業門檻相對較
低，但平均工資不低，因此不少人選擇從
事這壹行業。
報道援引韓國勞動社會研究所公布的數
據稱，韓國外賣員平均月收入為 355.7 萬韓元
（約合 2 萬元人民蔽），高於上班族平均月薪
（331 萬韓元）。在月收入高於 300 萬韓元的
外賣員中，26.7%的人月薪超過 500 萬韓元，
與韓國大企業平均月薪（529 萬韓元）基本持
平。
《首爾新聞》提到，由於送貨訂單急居
增加，韓國近期接連發生外賣員過勞死和交
通事故。韓國雇傭勞動部透露，該國去年快
遞行業事故死亡人數為 18 人，與 2017 年相比
增加 9 倍。

韓國外賣配送員數量猛增
月均收入近 萬
2 元人民蔽

星期二

日元遇歷史性貶值
長 14.7% ， 低 於 預 期
。當月，日本貿易逆
差額為 4124 億日元，
不僅錄得連續 8 個月
的逆差，也是自 2015 年以來最長的壹次持續
逆差。日本經濟新聞社估算，2022 年日本經
常項目或出現 42 年來首次逆差，如果日元持
續走軟，且國際原油價格漲至每桶 130 美元，
2022 材年日本經常項目逆差或將達 16 萬億日
元。
盡管本周早些時候日本材務及央行官員
對日元匯率的相關表態整體顯示鴿派立場，
但前材務省高官榊原英資認為，日元兌美元
匯率觸及 1 美元兌 130 日元的重要關口時，日
本政府會出手幹預。不過也有分析認為，只
有發生日元匯率、日本股市和債市同時遭遇
賣空的局面日本政府才會出手。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此前“優衣
庫 ” 迅銷公司的會長兼社長柳井正表示“日
元貶值完全沒有好處”。柳井正暗示今年的
秋冬季商品售價可能會上漲，該公司壹直在
海外工廠生產服裝。日本食用油企業負責人
強調，日元貶值“可能進壹步加大采購成
本 。”去年該公司因原料價格上漲已經多次

日媒：拖累經濟復蘇又壹風險因素
提價，但仍趕不上不斷上漲的成本。第壹生
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永賓利廣認為，
由於進口導致的物價上漲，今年日本家庭消
費 負 擔 每 月 將 增 加 4000 日 元 左 右 。 其 中 約
1000 日元是由日元貶值帶來的。他表示，這
是日本重新評估過度依賴進口經濟結構的契
機，包括將生產基地遷回國內等。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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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德州佛教會釋迦牟尼佛聖誕浴佛法會通啓
欣逢釋迦牟尼佛聖誕，本會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
上午十時，於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佛誕法會。全程網上直
播。
當日宏意師父將以： 「佛教給現代人的啟示」 為主題開

示大眾，並帶領常住法師，在佛前為會友信衆祈福。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文宣組謹啟
敬邀
上網參與，共霑法益

感恩母親節活動 邀請媽媽們一起同樂
母親節除了卡片禮物和吃大餐，其實對媽媽而言，陪
伴和團聚是最好的禮物。一場充滿知識性和樂趣的感恩母
親節活動，將於五月七日(星期六)下午 2 時，在僑教中心大
禮堂登場，讓所有媽媽們一同慶祝母親節，度過美好的下
午。主辦單位準備了四大主題以及雙重好禮，精彩豐富好
玩又有蛋糕吃的活動，和您相約，歡度這最溫暖的節日。
當日活動邀請到三位主講人和以下活動：
1. 健康醫學：邀請到外科醫師盛雪，主講女性靜脈曲張
的預防與治療 。

2.美麗時尚：專業美妝師 Nancy Huang ，主講 2022 美 禮品：
妝趨勢，更年輕的妝感，時尚服飾搭配。
報名方式有三，選擇您最方便的一種即可：
3. 綠色園藝：園藝專家俞希彥，講解如何讓蘭花拿家
1. 點擊以下連結：
後更好的栽培和種植，每年都開蘭花。
https://forms.gle/UEqDnkrn8F1hSngK8
4. 休斯頓外科醫師范縝，提供現場的媽媽，〈靜脈曲
2. 發郵件：djy.register@gmail.com
張超音波免費檢測〉。
3. 傳簡訊：281-777-7783 （ 寫上中英文名字即可）
5. 主辦單位準備 「 健康手球」 伴手禮品送給提前報名
參加的 100 位媽媽。
現場有精美蛋糕和茶點分享。趕快報名喔！
名額有限，前 100 名報名的媽媽請憑報名登記領取精美

(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中山鄉
中山鄉裏製成
裏製成“
“護航椅
護航椅”
”楊楚楓
4 月 16 日九時五十六分，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神舟十三號載人飛
船返回艙，在東風著陸場成功著陸
。航天員翟誌剛、王亞平、葉光富
身體狀態良好，飛行任務取得圓滿
成功。光榮歸來
該三名航天員進駐核心艙，開
展了為期六個月的駐留，創造了中
國航天員連續在軌飛行時長新紀錄
。航天員在軌飛行期間，先後進行
了兩次出艙活動，開展了手控遙操
作交會對接、機械臂輔助艙段轉位
等多項科學技術實（試）驗，驗證
了航天員長期駐留保障、再生生保
、空間物資補給、出艙活動、艙外
操作、在軌維修等關鍵技術。利用
任務間隙，航天員還開展了兩次
“天宮課堂”太空授課，以及一系
列別具特色的科普教育和文化傳播
。飛船成功著陸時，航天員翟誌剛
、王亞平、葉光富安全順利出艙，
並“躺坐”在椅子上接受祝福與採
訪。據悉，這張特別的“護航椅”
，是由中山市南頭鎮的坐感科技有
限公司自主研發的，它將在航天員

休憩、移動、交流等各種狀態下起
到全身承托的作用，幫助他們重新
適應重力。
在神舟十三號返回直播畫面中
，航天員坐在椅子上被工作人員擡
著走。據專業人士介紹，這是由於
航天員長時間處在太空中的失重環
境裡，會導致肌肉因為沒有發力的
狀態而出現肌肉萎縮等嚴重問題。
為了緩解此類情況，在空間站
中，航天員會進行大量的鍛煉，甚
至還有專業的運動團隊保護專家為
他們製定專業的訓練任務。但在降
落地面時，航天員的肌肉依舊沒法
適應發力的狀況，所以根本沒辦法
站起來走路。
作為我國在太空駐留時間最長
的一批航天員，神舟十三號飛船上
的三名航天員也是我國受太空無重
力環境影響最大的。在他們著陸後
，救援人員以及飛行外科醫生在第
一時間幫助他們重新適應重力，
“護航椅”也是著陸救援中的一部
分，在航天員休憩、移動、交流等
各種狀態下起到全身承托的作用。

“有效的低重力全身承托，協助
航天員重力再適應，是研發的第一
重點。”據坐感科技有限公司創始
人、總經理陳敏介紹，在研發過程
中，公司從航天員的細節感受和安
全保障著手，從移動式的安全綁護
，到航天員穿著不同航天服時的頭
部支撐狀態，以及坐躺臥時從頭到
腳的各種有效支撐方式，都要一一
設計驗證。
雖然坐感科技有限公司的零重
力辦公椅的設計理念（提供全身有
效支撐，以達到減少重力影響的人
體靜態支撐模式）恰好與航天員返
航後所需要的低重力模式相符，但
在重新設計專供神舟十三號飛船航
天員坐的“護航椅”，他們也用了
近半年的時間。
“航天員著陸到回到基地，過
程中要輾轉多地和應用多種交通情
況，所以在設計之餘，還要考慮輕
便可背負，以及方便、適應航天員
的各種狀態改變，並保證能整體進
入安放和移動。”陳敏介紹，著陸
環境為荒原和戈壁，這次使用“零

重力”、“護航椅”，要對以往只
在室內使用的椅子進行極端環境下
的改造，例如使用適合極低溫的材
料，保障在大風沙、沙塵天氣狀況
下的運作順暢等。
安全性、舒適性、適應性是中
山製造的這款“護航椅”最大的特
點。 “護航椅”不僅以人體力學
為基礎的結構設計，狀態設定及切
換過程取得了醫護團隊對此產品在
安全性及舒適性方面的認可；在樣
品試用的過程中，舒適度也得到了
產品驗收團隊體驗者的肯定。此外
，產品的適應性範圍更加廣泛，不
僅適應使用者正坐、傾仰等狀態，
也適應戶外風沙及寒冷天氣，在崎
嶇路面擡送、停放等情況也能適應
當我從電視新聞中聽到這個消
息後，心頭為之一熱，因為筆者的
家鄉正是中山，中山有此科技產品
，我方與有榮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