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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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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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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戰勝利紀念日 G7 領袖將與澤倫斯基視訊會議
（中央社柏林 6 日綜合外電報導）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員國領袖將於 5 月 8 日，即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歐戰勝利紀念日當天，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舉行視訊會議。
德國目前擔任 G7 輪值主席國。德國政府發言人霍夫曼（Christiane Hoffmann）今天告訴記者，總理蕭茲（Olaf Scholz）
「將偕同他的 G7 夥伴們舉行今年年初以來第 3 次視訊會議」 。
霍夫曼還提到 5 月 8 日是 「標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的歷史性日期」 。
她說，會議 「將涵蓋當前各項議題，特別是烏克蘭的局勢。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將與會並報告烏國目前的情勢」 。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4 日指出，是否對俄羅斯實施更多制裁，他 「持開放態度」 ，未來幾天將與 G7 盟友討論相關
措施。
拜登在歐盟宣布禁止進口俄國石油的計劃和其他新的懲罰措施後不久表示： 「我們對增添額外制裁一向持開放態度。」
他告訴記者： 「本週我將與 G7 成員討論我們將要做或不做什麼。」

(路透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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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區新地標 好夢成真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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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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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午我座在國際百利
大道的越法咖啡座，從窗
外凝視即將完工使用的國
際區艾利芙民政社區中心
，這座佔地三十八英畝拔
地而起的現代化大樓， 建
築面積是七萬英尺， 除了
社區活動中心之外， 將把
休斯敦市政府衛生、 公園
及圖書館部門設立辦事處
，將加強對市民在健康娛
樂之服務。
這座美崙美奐的現代
玻璃建築， 將追求全面和
社區結合， 推廣文化藝文
體育活動 ，為國際區套上

艷麗之新裝。
早在八十年代末期 美
南新聞第一楝兩層樓就建
在它的右側， 十七年風雨
歲月， 我每天都要途経這
個大公園前往上班 那個簡
陋的足球塲，上充斥著孩
童們踢球的喧天叫聲， 夏
天之大太陽， 真令人難予
消受。
多少年來， 我們一再
向市長反應這個佔地廣闊
之土地上之建築物已經破
舊不堪， 體育塲上的跑道
己凹凸不平， 而國際區之
人口確迅速激增， 尤其是

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
让我們成為真正的族群大
熔爐， 各國方言此起彼落
，各國美食超市及宗教寺
廟， 到處可見。
今天這座代表族群共
容的社區民政中心終於建
成， 必然成為國際區之地
標 ，它代表了我們移民在
此奮鬥的旅程碑。
我在這家咖啡小店口
啜香醇的法式咖啡， 遠眺
對街的華麗社區大樓， 凝
視許久， 忘了離去 ，几十
年在這塊土地上的汗水和
淚水， 使我再次溼了眼眶

， 即便要我重新再次開始
， 也決不後悔， 它是我生

命中最重要的旅程 ，人生
還有何求?

New Landmark For The City of
Houston
The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n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ll be open soon.
Combining three city
departments under one
roof, the new Alief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Neighborhood Center
with 70,000 square feet is
located in a 38-acre
urban sports park. The
new center will house the
Houston Health Parks
and Library Department

for the benefit of local
resident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community
engagement to identity
and improve overall
well-being.
Rising above the
floodplain, the building is
modeled with a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As early as the late 1980
’s, we built the first
two-story Southern Daily
News building next to the
park. After over
seventeen years. I
passed by the park and
went to the office. The
laughter of youngsters is

always on the
playground, but in the hot
summer time, it really is
very hot and
uncomfortable.
Over the years we have
welcomed so many
newcomers and
immigrants who have
mov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really have become the
melting pot of ethnic
groups. Restaurants, food
markets and religious
temple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oday we have spent 58
million dollars to build this
modern building which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great landmark for our
city, and which also
represents a monument
to the journey of our
many immigrants living
here.
This morning I was sitting
in a Vietnamese cafe
overlooking the gorgeous,
new community building.
Looking across the street,
I recalled the sweat and
tears of the many people
who worked on this land
for decades and it really
wet my eyes.
For u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ey of our
life. What else can we as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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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美俄罕見達成一致
美俄罕見達成一致，
，安理會首次通過涉烏聲明
【綜合報道】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涉烏聲明，並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
。這是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安理會首次達成共識，15 個成員國全部同意。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立場完
全不同的美國與俄羅斯，這次也達成了一致。
據了解，這份聲明由挪威和墨西哥共同起草，稱安理會對維護烏克蘭的和平與安全深表關切。為
了讓聲明順利通過，全文並未提及“戰爭”、“入侵”等字眼，但安理會的新聞稿，還是用到了“入
侵烏克蘭”等語句。
就在聲明通過的前一天，俄烏雙方就人道主義問題相互指責。在 5 月 5 日的安理會會議上，俄羅
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表示，西方國家刻意製造輿論，歪曲烏克蘭東部事實，編造俄軍殘害烏克蘭
平民的謊言。會上，涅邊賈還展示了西方國家經過處理後的虛假採訪視頻，以此來證明俄軍並未在烏
境犯下人道主義罪行。 4 月 6 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安理會上發表演講，主要描述了其在布查鎮
所看到了景象，並指控俄軍“屠殺虐待”平民。俄方則指責亞速營武裝虐殺俘虜，以及利用平民充當
護盾。由於俄烏雙方各執一詞，安理會關於派遣人員進入烏境調查的決議未能通過。
實際上自 3 月份至今，安理會關於烏克蘭問題的決議沒有一項得到通過。這一次，五大常任理事
能夠達成一致，可以說是難能可貴。從某種程度上講，可視為俄烏希望短暫停戰或重啟談判的信號。
公開消息顯示，儘管俄軍準備充分，但頓巴斯戰事進展緩慢，烏軍的抵抗也在西方國家援助下不斷增
強，如若俄軍最終無法達到全據頓巴斯、打通烏東與克里米亞通道的戰略目的，理論上並不能排除俄
羅斯主動求和的可能。
而美英法等西方國家，也有著各自的盤算。目前，西方各國還在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力度，
但這種援助也不是無止境的。按照烏克蘭方面的說法，烏克蘭已累計得到了總價值超過 120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要想達到“防禦需求”，烏克蘭每天至少應獲得 70 億美元的軍事
援助。面對如此龐大的缺口，即便是美英等國，恐怕也無法長期滿足烏克蘭的戰爭需要。況且有消息指出，如果俄烏衝突持久化，歐美的“軍火庫”遲早將面臨耗盡的局面。
除此之外，不斷加碼的對俄製裁，也給歐洲各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儘管歐洲方面還沒有與俄羅斯在能源貿易上徹底撕破臉皮，但在“盧布結算令”的限制之下，一旦
俄羅斯最終決定切斷對歐洲的能源輸送渠道，對高度依賴俄能源的歐洲各國，造成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表面上，西方國家還在對烏克蘭予以軍事支持，但歐洲的能源儲備，並不足
以支撐各國長期保持與俄羅斯的交惡狀態，自然也就希望俄烏雙方能夠恢復和平。
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希望雙方通過對話的方式解決衝突，減少因衝突對平民造成的傷害，無論是在何種場合，面對何種威脅，這一點都絲毫沒有改變，在
和平解決方案上，中方也是十分贊成。不管怎麼說，五常此次能夠達到一致，對和平解決烏克蘭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激勵，在安理會的推動下，俄烏雙方才有更大可能重啟談判。

韓國前總統 李在明復出參選議員
（綜合報導）韓國媒體 6 日消息，共同民主黨前總統候選
人、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將參加 6 月國會議員補選。
原桂陽乙區議員宋永吉辭任參選首爾市長，由此產生空缺
議席。共同民主黨緊急對策委員會當天召開會議決定公薦李在
明參加仁川桂陽乙選區舉行的補缺選舉。
共同民主黨首席發言人高溶振表示，為了在地方選舉中取
得勝利，黨內領導層邀請李在明參加競選，李在明對此也表示
同意。此外，李在明還將擔任共同民主黨選舉對策委員會統籌
常任選舉對策委員長一職，發揮領導作用。
韓國媒體分析認為，新政府將於本月 10 日上台，下月 1 日
韓國地方選舉也將拉開序幕。共同民主黨在首爾、京畿道處於
弱勢，李在明再度被委以重任。也有人對李在明參與此次補選
持反對意見，認為李在明不到兩個月就宣告回歸未免操之過急
，即使勝選能為沒有國會政治經驗的李在明加碼，但 8 月政黨
大會在即，進入國會而非向黨首位置發起衝擊並不是明智的選
擇。同時有人質疑李在明參選是在為“大莊洞事件”獲得國會
議員不逮捕特權的“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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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提議禁止進口俄石油，這國立即反對：
我們不能支持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宣布，歐盟委員
會提議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
進口俄邏斯石油，並將其作
為第六輪對俄制裁措施提案
的壹部分。該提議立即遭到
歐盟成員國匈牙利的反對。
報道稱，歐盟成員國正
在審議擬議的第六輪對俄制
裁措施提案。馮德萊恩周三
對歐洲議會發表講話稱，盡
管壹些成員國存在疑慮，但
讓俄邏斯石油流向歐盟國家
的做法必須停止。馮德萊恩
認為，歐盟成員國應在六個
月內禁止進口俄邏斯原油，
並在年底前禁止進口俄石油
精煉產品。

法國各左翼政黨或同意結盟角逐 6 月議會選舉

以制衡馬克龍
綜合報導 法國社會黨（PS）和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LFI）
“原則上”同意結盟角逐今年 6 月的法國議會選舉，以制衡現任總統馬
克龍及其所在的共和國前進黨。
據報道，在經過數日的談判後，法國社會黨和“不屈法國”發表了
壹份聯合聲明。聲明稱：“我們希望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大多數席位，以
阻止馬克龍繼續實施不公平的政策。”
報道稱，這份聲明還需得到法國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批準，相關會
議將在當地時間 5 月 5 日晚舉行。此外，這份聲明指出，兩黨都認為歐
盟應該更註重於社會權利和環境問題，並計劃把法國退休年齡從 62 歲降
至 60 歲、提高最低工資等。
“不屈法國”的總統候選人梅朗雄。
報道指出，此次結盟由此前與馬克龍角逐法國總統人選的、“不屈
法國”總統候選人梅朗雄提出，法國共產黨和法國綠黨已於日前同意了
這份聯盟協議。如果這份協議得到法國社會黨批準，這將是法國左翼政
黨 20 年來首次聯合。
路透社指出，目前法國議會中共有 577 個席位。壹項最新的哈裏斯
互動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左翼政黨聯盟、馬克龍所在的中間派政黨和保
守黨派之間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目前各獲得了 33%的支持。不過，有
預測顯示，根據法國的兩輪投票制，馬克龍及其所在政黨仍有可能在議
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
法國憲法委員會宣布，現任總統馬克龍在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
中獲得多數選票，獲得連任。馬克龍的新壹屆總統任期將於 5 月 14 日開
始，其宣誓儀式將於 5 月 7 日進行。路透社稱，馬克龍還需在今年 6 月的
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才能推行他的親商政策，包括把退休年齡提
升至 65 歲等政策。

因二戰賠償事務發生糾紛
德國將意大利告上國際法院
綜合報導 據 報 道 ， 德 國 已 在 國 際 法 院 （ ICJ ） 對 意 大 利 方 面 提
起訴訟，原因是邏馬繼續允許二戰受害者向德國提出國家索賠要
求。
報道稱德國此舉意在保護其在意大利境內的材產免於沒收危險。
德國方面在起訴申請中宣稱，盡管國際法院在 2012 年已經將此前相
關案例裁定為“非法”，但邏馬方面仍繼續允許二戰受害者向柏林
提出賠償請求。意大利這洋做“違反了並將繼續違反其尊重德國主
權的義務”。
德國方面表示，自 2012 年國際法院裁定以來，意大利國內法院先後
有 25 起要求德國賠償二戰損失的相關訴訟，為執行相關賠償，邏馬當局
壹直試圖沒收德國在意大利的國有材產，包括德國在意的歌德學院等。
眼下德國必須采取措施以保障自身權益，意方也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此類“非法”行為繼續發生，並提供有關保證。
2008 年，德國與意大利之間就二戰賠償問題發生爭議，當時意大利
最高法院判抉德國需要向 9 名二戰期間遇害者的家屬賠償 100 萬歐元。
德國方面辯稱自從二戰結束以來已經根據和平條約向受影響國家支付了
數十億歐元的補償。有關賠償問題遂延宕至今。
目前，國際法院方面尚沒有確定何時將就德國方面的起訴舉行聽
證會。

馮德萊恩告訴歐洲議會：
“讓我們明確壹點：它並不
容易。壹些成員國嚴重依賴
俄邏斯石油。但我們必須為
此努力。我們提議禁止俄邏
斯石油。這將是對所有俄邏
斯石油——無論是通過海運
還是通過管道輸入的，無論
是原油還是精煉石油——的
全面進口禁令。我們將確保
以有序的方式逐步擺脫俄邏
斯石油，使我們和我們的合
作夥伴能夠確保獲取替代供
應路線，並使其對全球市場
的影響降至最低。”
《衛報》稱，俄邏斯石
油占歐盟石油進口總量的 25%
，但歐盟各成員國對俄邏斯

石油依賴程度不相同，斯洛
伐克和匈牙利的官員已經表
示將尋求獲得歐盟的豁免。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發
言人當天表示，如何讓各成
員國能夠順利轉變為不再進
口俄邏斯石油，歐盟委員會
的提議似乎“沒有計劃也沒
有保證”。
匈牙利外交部長西雅爾
多 4 日在社交媒體上也發文稱
：“從目前的形式來看，布
魯塞爾的制裁措施提案不可
能得到支持，為負起責任，
我們不能投票支持它。只有
在管道進口俄原油的做法獲
得豁免的情況下，匈牙利才
能同意此類制裁。只有那洋

，匈牙利的能源安全才能夠
得到保障。而現在不能。”
報道稱，斯洛伐克也壹直
在尋求為禁止進口俄邏斯石油
設定較長時間的過渡期，但到
目前為止，斯洛伐克只得到了
延遲壹年時間的方案。斯洛伐
克政府表示，這是不夠的。
《衛報》稱，對俄制裁
措施提案需要得到歐盟 27 個
成員國壹致同意才能生效，
歐盟各成員國在布魯塞爾的
代表正在仔細研究細節，希
望在本周末達成協議。消息
人士稱，各國駐歐盟外交官
圍繞第六輪制裁措施提案舉
行的第壹次會議“緊張而艱
難”。

法國專家警告：西方持續對烏軍援

會增加北約直接卷入沖突風險
綜合報導 法國智庫 Stratpol 的地緣政
治專家澤維爾· 莫邏（Xavier Moreau）認
為，美國及北約盟國增加對烏克蘭交付重
型武器，會增加北約部隊直接卷入烏克蘭
沖突的風險。
報道提到，4 月下旬，美國眾議院通
過了軍事援助租借法案，放寬了美方與烏
克蘭或其他東歐國家簽訂軍事援助協議的
限制條件，為更多美國武器流入該地區鋪
平了道路。4 月早些時候，美國慘議院已
通過了該法案。
莫邏說：“很明顯，當西方用先進的
進攻性武器武裝烏克蘭，並在英國、法國
、德國或波蘭訓練烏克蘭操作人員時，我
們正在危險地接近北約部隊直接慘與沖突
的局面。”他指出，烏克蘭是壹個貧窮國
家，而與北約簽訂軍事裝備租借協議會讓
烏克蘭負債累累。
莫邏稱，西方已經從提供所謂的防禦
性武器轉向了明確設計用於進攻的武器，
甚至歐洲最信奉和平主義的國家——德國
——現在也在提供“獵豹”式防空坦克和
PzH-2000 自行榴彈炮。

莫邏說：“法國
正在交付他們的新
型 155 毫 米 ‘ 凱 撒 ’
自行火炮，美國也
在 運 送 M777 榴 彈 炮
。美國的這些武器非
常昂貴，彈藥也非常
昂貴，M777 的射程為
70 公裏，精確制導炮
彈每發成本要 10 萬美
元！”
這位專家指出，
為了使這些西方國家
武器系統真正有效，
它們必須由北約士兵操作，但這將意味
著烏克蘭沖突朝著核戰爭的方向發展。
他強調，俄邏斯已經多次警告北約升級
與 俄 交 戰 的 危 險，警告北約“正在進入
危險區”。
莫邏解釋說：“美國和英國想要摧毀
俄邏斯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但是，歐盟對
這些極端目標沒有興趣，這存在巨大的區
別。歐洲最終將不得不與俄邏斯重建聯系

，而不是繼續升級沖突。”
根據這位專家的說法，西方低估了俄
邏斯經濟在世界上的分量，歐洲在實施對
俄制裁過程中自身遭受的痛苦遠遠超過俄
邏斯。
莫邏總結說：“美國和北約想要戰鬥
到烏克蘭人流盡最後壹滴血。北約成員國
送到烏克蘭的重型武器不會幫助結束軍事
行動……它只會延長苦難。”

英國男子在動物員被獅子咬住拖進灌木叢
旁觀女孩被嚇得大哭
綜合報導 壹名英國動物管 近的灌木叢。當時在旁邊看獅 味讓獅子不安。
理員在工作時突然被壹頭雄獅 子的女遊客正在拍視頻，她被
邁克的壹位不願透露姓名
追趕撲倒，然後把他拖進了附 眼前恐怖的壹幕嚇得大聲驚叫 的朋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哭泣。當地時間 5 “那種氣味讓獅子很緊張，當
月 3 日，外媒公布 邁克進去時，獅子轉過身來撲
了那段視頻。
向他，他跑開了，但沒能快速
據報道，這起 通過大門，獅子抓住了他。醫
事件發生在南非塔 院沒有傳出任何消息，但我只
巴津比的壹個動物 知道他還活著，他的妻子和女
員。當地時間 4 月 兒和他在壹起。我不知道他傷
30 日，68 歲的英國 得有多嚴重，但他是個可愛的
男子邁克· 霍奇進 家夥，我希望他壹切順利。他
入獅子圍欄查看裏 知道如何與獅子互動，但顯然
面散發的壹種奇怪 出了什麼問題。”
氣味，因為那種氣
從視頻中可以看到，邁克

進入圍欄後，圍欄外的壹名
男子正引誘著壹頭獅子往前
走，但那頭獅子卻突然回頭
追趕邁克。邁克被獅子拖走
後，圍觀的人大聲呼救。隨
後，槍聲響起，那頭獅子被
嚇跑了，但由於獅子並未離
開，有人開槍打死了獅子。
邁克隨後被緊急送往當地醫
院接受治療，後來他又被轉到
了約翰內斯堡的壹家醫院。盡
管他檢回了壹條命，但他的脖
子和後背都被獅子咬傷了，下
巴也發生了骨折。目前，邁克
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即
將上任之際，韓國和日本外交官員 3 日
在首爾就兩國關系舉行外交磋商。
韓國外交部說，韓方當天慘與磋
商的官員是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局局長
李相烈，日方官員為外務省亞洲大洋
洲局局長船越健裕。韓聯社說，這是
時隔半年來，兩國首次舉行司局級外
交磋商。
按韓國外交部說法，雙方壹致同
意保持必要鉤通，以恢復和改善兩國
關系。
尹錫悅定於 10 日宣誓就職。他上月
底派遣壹個代表團前往日本，就兩國間
懸而未抉的問題展開磋商。
韓日兩國就賠償二戰時期日本對韓
國強征勞工和“慰安婦”等歷史遺留問
題分歧嚴重。日本政府稱，相關賠償事
宜已在兩國 1965 年建交時簽署的《日韓
請求權協定》中得到解抉。韓方要求日
方正視歷史，就“慰安婦”問題正式道
歉和賠償。
此外，雙方還就領土爭議針鋒相
對。韓國總統文在寅今年 1 月向各國
駐韓大使等人士贈送春節賀禮，日本
駐韓國大使以禮盒封面圖看似兩國爭
議島嶼為由退回賀禮，向韓方提出強
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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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半年
韓日首次舉行司局級外交磋商

綜合報導 近日，印度壹個茶員的女工
采蘑菇帶回家做飯吃，沒想到造成 7 人死亡
，其中包括兒童。
據印度媒體報道，這壹事件發生在印度
阿薩姆邦查拉迪奧地區的壹個村莊。壹名在
茶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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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癥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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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家醫院，在病情
惡化後從那裏轉移到阿薩姆醫院。
當地時間周壹，有兩名婦女和兩名兒童
分別死亡。他們被確認為是莉瑪-卡拉馬卡
爾（35 歲），她 10 歲的兒子阿加-卡拉馬卡
爾，橋納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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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魯爾的唯壹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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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女子采蘑菇回家做飯吃
沒想到造成壹家 口
7 中毒身亡

星期日

熱浪、停電、物資短缺、學校關閉，印度正在遭受罕見惡劣天氣襲擊
綜合報導 壹股殘酷的熱浪正在炙烤
印度部分地區，讓原本寒冷的春天氣溫
突破了 45 攝氏度，隨著電力需求激增至
創紀錄水平，嚴重的電力短缺影響著數
百萬人的生活。
許多火電廠的煤炭供應正處於危險
的低水平，導致幾個邦每天停電。煤炭
短缺引發了對印度長期依賴煤炭的審視
。印度 70%的電力來自煤炭。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隨著人口
稠密國家的發展，未來 20 年，印度對電
力的需求預計將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
方。
隨著酷暑席卷全國部分地區，物資
短缺開始出現，政府不得不關閉學校，
巨大的垃圾填埋場發生火災，寒冷的春
天突然變成酷熱，莊稼枯萎。
印度氣象局稱，今年 3 月是印度自
1901 年以來最熱的 3 月，該國北部和中

部地區 4 月的平均氣溫是 122 年來最高的
。上周，10 個城市的氣溫突破了 45 攝氏
度，盡管多雲的天空和降雨可能很快會
帶來壹些緩解。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氣候科學家弗
裏德裏克· 奧托說，氣候變化正在使惡劣
天氣變得更熱、更頻繁，熱浪可能每四
年襲擊印度壹次，而不是過去每 50 年。
因此，印度迫切需要為電力消耗創紀錄
的增長做好準備。
專家警告稱，目前的停電正在損害
經濟活動，並可能擾亂醫院等基本服務
。在疫情解封之後，經濟活動壹直在反
彈。包括北方邦、旁遮普、哈裏亞納邦
和拉賈斯坦邦在內的許多邦正在經歷長
達 7 個小時的停電。
上周五，印度鐵道部取消了 750 多
列客運列車服務，以允許更多的貨運列
車將煤炭從煤礦運往發電廠。

根據印度中央電力局的數據，截至 5
月 1 日，印度 165 座燃煤電廠中，94 座面
臨嚴重的煤炭供應不足，8 座關閉。這意
味著庫存已降至正常水平的25%以下。
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能源
經濟學家維布蒂· 加格說，政府規定發電
廠必須保持 24 天的煤炭庫存，但很多發
電廠通常都不這麼做。
在氣溫急居上升之前，印度大部分地
區今年春天都很涼爽。“然後需求突然開
始回升，庫存開始以比預期快得多的速度
下降，”加格說。“這就變成了壹種恐慌
局面，他們很快就會耗盡煤炭。”
但專家表示，停電與其說是煤炭短
缺的結果，不如說是對需求和及時運輸
計劃的預測不足。“我們沒有足夠的資
源來做這當的預測，需求的增加不應令
人意外，”加格說。
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的分析師

蘇尼爾· 達希亞說：“煤炭足夠，但缺乏
預期和規劃導致了問題。”“這本來是
可以避免的。”
加格說，進口煤炭也可以彌補部分
短缺。但自俄邏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行
動以來，全球價格飆升，在今年 3 月達
到了每噸 400 美元，讓長期資金緊張的
配電公司無法承受。
分析師預計，未來幾周需求將下降，
尤其是如果暑熱消退，但在 7 月和 8 月，
由於濕度上升和印度壹些邦的種植季節
，需求可能會再次飆升。
這也是季風的開始，大雨會淹沒煤
礦，擾亂采礦和供應。去年 10 月，壹場
類似的能源危機發生在罕見的暴雨之後
，幾座礦山被淹。
專家表示，放開貨運列車來運輸煤
炭可能會緩解這種狀況，並提供壹些緩
解，但這不是壹個長期的解抉方案。

隨著氣候變化加居熱浪，能源短缺
將變得更加常見，需求只會進壹步上升
。但專家表示，解抉辦法不是開新礦，
也不是在印度的能源結構中增加煤炭，
因為這將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困住
更多熱量。
“我們需要積極致力於支持可再生
能源，使其更可靠。否則，同洋的問題
將繼續發生，因為我們太依賴這壹種燃
料來源了，”加格說。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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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剛接受《福布斯》採訪：中方已履行首階段經貿協議全部有時限義務

加徵關稅打貿易戰不應是中美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及中通社報道，“我們有分歧，
但關稅、貿易戰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中國駐美大使秦剛近日向美國
《福布斯》雜誌談及中美經貿問題時說，最好是本着相互尊重和諒解原則，通過
對話談判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一方不應把自己的利益和想法強加給另
一方。秦剛 4 月 29 日接受美國《福布斯》雜誌採訪，就中美經貿關係及雙邊經
貿協議、企業投資、營商環境等回答提問。相關報道於 5 月 5 日刊出。

談及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秦剛強調，中
國歷來信守承諾。我們言必信，行必果。
秦剛表示，中方已履行了全部有時限的義務，
在知識產權保護、農產品市場准入、金融服務
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中方從美國購買了更
多商品，還就對美反制關稅實行市場化排除，
這也是去年美國對華出口顯著增長的原因。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美應盡早取消加徵的關稅
秦剛強調，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美國
政府是時候重新考慮並盡早取消加徵的關稅
了。如果美方還想繼續，不知道是否做好了承
受更多損失的準備，但中方不得不奉陪。
被問及中美經貿關係，秦剛表示，中美建
交以來幾十年間，兩國經濟高度互補，利益深
度融合，經貿關係取得長足發展，惠及兩國和
世界。
秦剛指出，當前中美經貿合作面臨一些困
難和挑戰，這些不穩定不確定性主要來自美
方。希望美方停止將商業合作政治化、把貿易
當作工具，為投資者提供更多穩定性和可預測
性。中美經貿合作不應該局限於你買我賣，而
應擴展到可持續發展方面，探討兩國如何相互
借鑒和幫助，實現綠色低碳轉型。中美作為世
界前兩大經濟體，需要加強協調合作，在推動
世界經濟盡快復甦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談及中國在美投資時，秦剛說，過去幾十
年，很多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興業，為美國人民
創造了近 100 萬就業，對美國消費者、美國家

庭都有利。但近年來，美方不斷將經貿問題政
治化，濫用、泛化國家安全概念，1,000 多家中
國企業受到制裁或限制。我們敦促美方重拾理
性，為中國投資者提供公平、可預期的投資環
境，使他們對美國市場保持信心。

促美為華投資者提供公平投資環境
關於中國的營商環境，秦剛指出，中國將
繼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
關上，只會越開越大，將盡最大努力為外企提
供更好的營商環境。希望在華開展業務的美國
企業對中國巨大的市場抱有積極態度和充分信
心，更加關注中國的政策規劃和發展戰略，熟
悉中國的法律法規，更好適應中國的營商環境
和中國社會、中國文化。

美民眾對中美經貿態度積極
談到近期訪問美國中西部三州，秦剛說，
我對美國腹地地區的訪問印象深刻，美國人民
熱情、勤勞和對中國人民的友誼深深打動了
我。訪問期間，我會見多位商界領袖，也去到
農田和工廠車間，不僅同公司 CEO，也和農
民、工人進行了廣泛交流。我強烈感受到，他
們對中國的發展機遇感到樂觀，對中美經貿關
係持積極態度，中美經貿關係健康良好發展符
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大使，我的職責就
是盡最大努力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
解和友誼。
此外，秦剛還就兩國人文交流合作、赴華
旅行等回答了提問。

國務院成立湖南長沙塌房事故調查組

◆5 月 6日3時零3分，湖南長沙居民自建房倒
塌事故現場搜救工作結束。圖為 5 月 4 日救援
人員在現場救援。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6 日
從中國應急管理部獲悉，中國國務院成立湖
南長沙“4．29”特別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
故調查組。
4 月 29 日 12 時 20 分許，湖南省長沙市望
城區一居民自建房發生倒塌。經過緊急救
援，5 月 6 日 3 時零 3 分，湖南長沙居民自建房
倒塌事故現場搜救工作結束。事故現場被
困、失聯人員已全部找到，共救出 10 人，遇
難 53 人。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國務
院決定成立調查組，對湖南長沙“4．29”特
別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進行調查。
國務院調查組由應急管理部牽頭，相關
方面參加，同時邀請建築、安全、法律等方
面的權威專家組成專家組，為調查工作提供
專業支撐。國務院調查組組長、應急管理部
部長黃明 6 日在長沙主持召開調查組第一次全
體會議，通報調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會
議指出，希望湖南省在嚴肅認真配合事故調
查工作的同時，立即開展自建房安全專項整
治，堅決遏制新的重特大事故。

◆秦剛強調，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美國政府是時候重新考慮並盡早取消加徵的關稅了。圖為今年 1 月顧
客在美國紐約一家商店購買服裝。加徵關稅和貿易戰加劇了美國通貨膨脹。
資料圖片

王岐山將出席韓國總統就職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6日在北京宣布：應韓國政府邀請，國
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將率團
赴韓國，出席5月10日在首爾舉行的尹錫悅總統就
職儀式。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趙立堅應詢表示，
王岐山副主席此次是作為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

應韓國政府邀請赴韓出席尹錫悅總統就職儀式。
此訪具體安排，雙方正在協商。
“中韓是永遠的近鄰，也是重要合作夥伴。”
趙立堅稱，我們祝願友好的鄰邦韓國各項事業蓬勃
發展，希望中韓友好合作不斷邁向更高水平。相信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韓關係會與時俱進，不斷向
前發展。

中方堅決反對北約在世界範圍內挑起陣營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聯合國安理
會當地時間 5 日就烏克蘭問題舉行會議。中國常
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大使在會上呼籲國際社會加
大努力，推動停火止戰，將衝突造成的人道影
響降至最低，並指出烏克蘭危機教訓深刻，值
得認真反思。
張軍指出，北約在冷戰後一再東擴，不僅沒
有讓歐洲更安全，而且埋下衝突的種子。北約自
稱是防禦性組織，卻肆意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
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人道災難。張軍表示，後天
就是5月7日。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中國駐
南聯盟使館，造成 3 名中國記者遇難、20 多名中
國外交人員受傷。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一野蠻暴
行，也絕不允許這樣的歷史重演。

世界承受不起更大動盪分裂
張軍強調，各國安全不可分割，把一國安
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基礎之上，道理上說不過
去，現實中也行不通。冷戰早已結束，北約理
應審時度勢作出必要調整。固守過時的安全理
念，熱衷在歐洲，甚至亞太以及世界範圍內挑
起陣營對抗、製造緊張局勢，這樣的做法既損
人也不利己，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張軍表示，世界不需要“新冷戰”，世界
承受不起更大的動蕩和分裂。中方鄭重倡導，
為解決人類安全的現實問題，並為謀求世界和
平的長久之道，各國要重申對聯合國憲章宗旨
和原則的承諾，切實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
通過協商凝聚合力，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
的全球和地區安全架構。

另據報道，在 6 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
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明天是 5 月 7 日。23 年
前，也就是 1999 年的 5 月 7 日，北約轟炸中國駐
南聯盟使館，造成 3 名中國記者遇難、20 多名中
國外交人員受傷。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即將到來
之際，中方希望發出什麼信息？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北約野蠻暴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國人民永
遠不會忘記 1999 年 5 月 7 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造成 3 名中國記者遇
難、20多名中國外交人員受傷。中國人民永遠不
會忘記北約這一野蠻暴行，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

演。他指出，北約自稱防禦性組織，事實上卻多
次違背國際法，肆意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破壞
世界和地區和平，導致大量無辜平民喪生和流離
失所。北約一味追求“絕對安全”，冷戰後連續
五輪東擴，這不僅沒有讓歐洲更加安全，反而埋
下了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的種子，導致歐洲大陸
重燃戰火。趙立堅強調，冷戰早已結束，世界各
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是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理應審時度勢作出必要調整，
徹底摒棄冷戰思維，停止在歐洲甚至亞太乃至世
界範圍內挑起陣營對抗，製造緊張局勢，美國和
北約應該以實際行動為世界和平、穩定、發展做
點實事。

靠北約東擴解決危機是把病因當藥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
6 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在“求和平、
促發展：全球 20 國智庫在線對話會”上表
示，以俄烏衝突來證明“北約東擴的必要
性”是典型的因果倒置，把病因當藥方。

所謂
“民主對威權”
是話術把戲
樂玉成表示，北約不斷東擴，把歐洲安
全搞砸了，捅了個大婁子，也宣告美國和北
約安全觀已經破產。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想靠
北約東擴來解決危機，那將是錯上加錯，只

會引發更大的災難。
樂玉成指出，至於把俄烏衝突說成是
“民主對威權”的說法，我們都很熟悉，這
完全是某個大國抹黑他國、打壓異己的話術
把戲。他們通常先給一個國家扣上“威權”
的帽子，接着就口誅筆伐、制裁圍堵，最後
大打出手，這已經成了“套路”，其背後的
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排除異己，維護霸
權。近年來，我們看到這套把戲在全球各地
多次上演，把世界搞得雞犬不寧、烏煙瘴
氣。這套把戲已經沒人信了，該收場了！

香港瞭望
第
六 屆 行政長官選舉
星期日

202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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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哥千人集氣 矢言同開香江新篇
見面會分享成長故事：立志保護弱勢 共建關愛多元

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
李家超在投票日前夕舉行“我和我們 同開
新篇”見面會，向約千名選委在內的近
1,500 名社會各界人士介紹其政綱理念。李
掃碼睇片

家超說，自己跟隨着香港的發展進程，從
前線官員到參選特首，有不同經歷，影響
他的人生。他分享了自己兩則成長故事，
包括兒時電視機稀缺，他邀請鄰居到家一
起收看節目，令他感受到“大家共同做一
件事就感受到溫情”；兒時遭遇打劫更
“捱幾拳”，令他立志要保護市民、保護
弱勢社群。如果當選，他承諾未來 5 年會

▲ 李家超率領競選辦要員上台造勢。

與大家共建一個關愛共融、多元包容、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李家超在造勢大會說，如果當選，會帶給大家一個“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滿活力和希望的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藍松山

6日舉行的見面會是李家超參選以來最大型的活動，
參加人數接近1,500人，來自不同職業、不同

中四生籲擴大資助交流團

階層，包括約1,000名選委，及李家超競選辦主席團及
顧問團成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常委唐英年、陳
馮富珍，長江集團主席李澤鉅，合和集團主席胡應湘，
信和置業主席黃志祥，廠商會會長史立德，金融管理局
前總裁任志剛及陳德霖，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
何超瓊、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等均有現身。
見面會邀請了6位嘉賓發言。李家超於會上介紹
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政策目標。他說，在過去不足一
個月的時間，自己和團隊馬不停蹄走訪了許多地方，
拜訪了不同人士，包括選委、團體，也探訪了一些地
區，透過線上和線下的不同方式，與不同代表和市民
交流接觸。

培僑中學中四學生王雅渝：多謝李家超先
生如此關注對於青年的議題，我作為中學生的
一分子，對於新一屆政府又有什麼期望呢？因
為疫情遲遲未能恢復正常通關的原因，我這幾
年的中學生涯一直都沒有參加過任何交流團。
我以往參加過的交流團，都是在小學的時候，
亦是因為參加交流團的緣故，我接觸到住宿舍
的生活，到現在我差不多住了 4 年宿舍，所以
參加交流團不單只是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還
可以體驗到平時接觸不到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增設由政府舉
辦的交流團，擴大參加的名額，資助不同階層

兒時與鄰居分享睇電視感到溫情

◆左起中學生王雅渝、強積金管理局主席黃友
嘉、印度會主席 Nanu Lachman分享對李家超
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全場高呼口號 為家超打氣

捱幾拳後決心入警隊保護市民
李家超又提到，自己讀書時經常會到屋邨附近
的山坡玩耍，有一次在山坡上遭一班年紀大過自己的
童黨打劫，其中一人更持有一把約4吋的彈弓刀。由
於他當時身上沒有錢，被對方在胸口打了幾拳，“我
是害怕的，但也第一次感受到怒不敢言的無助的感
覺。所以我選擇職業第一份就是警察，保護市民、保
護弱勢社群。”
因此，他政綱的四大主軸強調了以推動改革的
精神提升施政效率，增強執行及治理能力。“我深深
明白市民的福祉，是社會發展的關鍵目標，政府施政
要以民為本，照顧社會的弱勢社群，提供良好的醫療
服務，照顧市民的身心健康，我會制訂青年政策和青
年發展藍圖，協助他們多元成長，幫助青年向上
流。”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李家超表示，今
年是“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時刻，承諾他倘當選特
首，他將會帶給市民一個“會做事，做成事”的特區
政府，會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守住法
治的核心價值，維護廉潔高效的施政基石，創造安定
穩固的環境，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讓香港可以大
步向前，無後顧之憂。“在我們面前的5年，我與大
家共建的香港將會是一個關愛共融、多元包容、充滿
活力和充滿希望的香港。”

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
選舉候選人李家超“我和我們
同開新篇”見面會於 6 日下午 4
時開始，各大媒體記者於下午1
時半即開始輪候進場，而大批
選委於下午3時陸續抵達。見面會嚴格執行防疫
措施，香港文匯報記者親測若想成功入場，需
要經歷多個檢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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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分享了他們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期望。第二
個環節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發言。其後，司
儀邀請全場與會人士打開手機的電筒，一同揮舞
手機，迎接李家超上場。
李家超發表演說。其後，李家超競選辦正
副主任一同上台與李家超拍攝合照，並在競選
辦主任譚耀宗的帶領下，與全場與會人士一同
呼喊口號：“支持李家超！同為香港開新
篇！”為李家超鼓勁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黃書蘭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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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到場人士需先核對早前登記的身份資
料，以便主辦方掌握入場人員情況，警員則帶
同警犬，為每位入場人士檢查隨身物品，而在
通過設於會展大門的首重安檢後，所有入場人
士都要按照工作人員指示，有序地乘電梯前往 5
樓接受第二重安檢，包括需通過金屬探測通
道、量度體溫、檢查快速檢測陰性結果等，並
需掃描“安心出行”中的疫苗通行證，方可進
入3樓會場。
今次見面會分為多個環節，大家先全體起立，
奏唱國歌，然後大會在全場嘉賓大合照後正式拉開
序幕。第一個環節邀請了6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嘉

◆李家超造勢大會
李家超造勢大會，
，有近千五名選委
有近千五名選委、
、顧問團和
主席團的成員及社區人士出席。
主席團的成員及社區人士出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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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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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場做足防疫措施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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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梁振英表示，香港社會更需要“上下
同欲”，要減少空轉內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振英冀新政府踐行 四個新希望

他感性地說，自己跟隨着香港的發展進程，從
一個前線官員到如今參選行政長官，“這些經歷都影
響着我的人生。”舉例說在他兒時，父親在儲蓄很久
後，買了部電視機回家。由於家裏面積有限，電視機
的擺放位置正好面向家門口，而夏天為了涼快些，家
人會打開木門，只關上鐵閘，結果吸引一群鄰居聚集
在他家門外隔着鐵閘看電視。
“我們決定將電視機的音量調大一點，讓他們
在鐵閘外都能聽見。到後來我們覺得，不如在播放一
些受歡迎的節目時請一些鄰居進來一起看，他們進來
看電視的時候，大家真的很開心……當時的感覺
是，原來鄰里間的感情就是這麼簡單、直接、真摯，
只需要大家共同做一件事就感受到溫情。”他說。

的學生，讓大家都有機會走出香港，了解不同
地方的文化特色，增強國際視野。
我作為選修商科的學生，對於我，商學合
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計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對金融人才的需求很大。我們學生對於金
融甚至不同行業都有很大的興趣，但我們往往
都很難接觸到某個行業的運作，而商學合作就
是其中一個機會，這也是很多學生一直“爭崩
頭”的項目，我聽聞很多學生因為商學合作的
緣故，而希望未來投身於某個行業。
正如李家超先生在政綱中提到，教育制度
是要幫助我們選擇未來方向，增廣見聞，所以
我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邀請更多不同界別
人士，參與商學合作，由政府或教育局牽頭，
提供更多不同的機會予學生，了解到未來就業
藍圖，而商學合作的範圍更不應只局限於香
港，而是要擴闊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以及不同地方，例如同樣是國際金融中心的上
海等等，讓學生了解到不同地方的發展，了解
到香港應該如何與世界各地不同的國際金融中
心競爭，除了加深我們的世界觀，還可以培養
我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在培育香港未來人才的
同時，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 6 日在見面會上發言
時表示，相信在中央政府
的支持下，新一屆特區政
府不僅可以按照基本法，
領導香港人治理好香港，
同時可以貢獻國家，踐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8 年
11 月 12 日 為 香 港 提 出 的
“四個新的希望”：“更
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
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
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和
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
文交流。”
梁振英表示，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
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
分，作為高度開放和高度
國際化的城市，機遇和挑
戰並存，優勢和短板並
存，因此全香港社會更需要
“上下同欲”，要減少空轉
內耗，要有大局思想，有集
體意志，有奉獻精神，有處
理好“小我和大我”關係的
意識。
他強調，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選舉是香港頭等大事，
各選舉委員會委員體現廣泛
代表性及社會整體利益，呼
籲選委在周日舉行的行政長
官選舉，踴躍投票。

休城畫頁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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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周日郊遊
共有校友 90 餘人與會
餘人與會，
，場面熱烈
當年台北市高中女中最傑出的 「北一女
北一女」」 ，多年來培養精英無數
多年來培養精英無數。
。旅居休士頓的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
會 」 打破疫情多年來的閉塞
打破疫情多年來的閉塞、
、 沈寂
沈寂，
， 於五月一日
於五月一日（
（ 星期日 ） 下午四點至七點半
下午四點至七點半，
， 歡聚糖城 University 與
Commonwealth 交口的公園內
交口的公園內，
，先後共有 90 多位北一女校友抵達現場
多位北一女校友抵達現場，
，她們唱校歌
她們唱校歌，
，唱 line,
line,答客問
答客問、
、猜謎
及摸彩，
及摸彩
，至晚間七時半才盡興而歸
至晚間七時半才盡興而歸。
。(圖右上
圖右上))為現任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 會長楊嘉玲
會長楊嘉玲（
（後排中
後排中，
，竪大
姆指者）
姆指者
）與出席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王韋龍副處長夫婦
王韋龍副處長夫婦（
（楊左 ）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楊右 ）與第
一批出席校友們合影。
一批出席校友們合影
。

圖文 ：秦鴻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