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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南加州一間教堂當地時
間15日午後發生槍擊血案，造成1死5傷，
美媒報導，當時教堂正舉行台灣會眾聚會，
當局表示受害者多為台裔，年紀最長的受害
者為92歲。

橘 郡 警 長 辦 公 室 （Orange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發言人布朗（Carrie
Braun）表示，據她所知，槍擊發生在教堂
建築內，案發當時教堂內約有30名目擊者，
多數據信為台裔，這些信徒聚在一起向一位
前牧師致敬。

洛斯蘭喬斯長老教會領袖（Presbytery
of Los Ranchos）克芮麥（Tom Cramer）指
出，槍擊發生時教堂內正舉行一場向一名前
台灣教會牧師致敬的午餐會，該名牧師將返
台，目前尚不清楚這名牧師是否在槍擊中受
傷。

另外《洛杉磯時報》引述執法消息人士
指出，警方逮捕的嫌疑犯據信為一名來自拉
斯維加斯的68歲亞裔男子，他在教堂開槍後
被會眾制伏。霍爾洛克特別讚賞教友的英勇
，在槍手開槍後，一群教友用延長線將槍手
的腳捆綁起來，並且奪走他身上的2把手槍
，霍爾洛克說如果教友們沒有上前制伏槍手
，情況可能會更糟。

警方目前仍在調查槍手行兇原因，包括
是否為仇恨攻擊，或槍手是否與教會熟識，
當局也未說明台灣會眾是否為槍擊目標。

美國南加州日內瓦長老會教堂（Gene-
va Presbyterian Church）15日下午發生槍
擊，造成1死5傷。另外有報導指受害者全
為台灣人，槍手疑似為台裔。

拉古納伍茲鎮是一個退休社區，約有1.8
萬人口，居民年紀多在55歲以上。

南加州台灣教會重大槍擊釀南加州台灣教會重大槍擊釀11死死55傷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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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Friday, May 14th, a mass
shooting occurred at a
neighborhood supermarket in
Buffalo, New York, targeting
primarily African Americans.
Thirteen people were killed. The
shooting was live-streamed by

the attacker on the social media
service Twitch.

Erie County Sheriff Garcia said
that this was “pure evil.” He
called the shooting, “a
straight-up racially motivated

hate crime from somebody
outside of our community.”

Rayton Gendron of Conklin,
NewYork, was charged with
first-degree murder. He lives
about a three and one-half hours
drive from Buffalo.

The police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suspect arrived at the
store about 2:30 pm on Friday.
He was heavy armed, wearing
tactical gear, a helmet and had a
camera that was live-streaming
his actions. He used an assault
weapon and shot four people
outside of the grocery store,
three fatally. When he entered
the store, he shot eight more
people inside the store.

Once again, this horrible tragedy,
with great sadness, has exposed
our very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e hate crime.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an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many politicians point
their fingers at the people of
color, including Asian Americans,
for stirring up the flames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 virus,
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Today all of u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acial issues.
Again, these murders indicate
that there still are many angry
people in our society.

Our society is really sick now. All
of the politicians need to wake up
and do something to prevent
more hate crimes. We need to
start with our education system
to teach our kids the right ideas
and ways to deal with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Hate attitudes
will never solve the problem.

0505//1616//20222022

Hate Crime Mass Shooting AgainHate Crime Mass Shooting Again

一名十八歲白人青年
全幅武裝並開了實況轉播
相機向紐約州水牛城開槍
掃射大開殺戒，打死了十
一位黑人和两名白人，事
發地距離水牛城市中心只
有幾英里，是黑人集居地
區。
這名兇嫌是居住在離

水牛城二百英里外的肯林
城，他的名字叫培東根敦
，他在社群媒體上公開自
己對黑人之憎恨，特別選
在黑人居多之地區下手，
他還在文章中指出他支持
白種人正被新移民及有色

人種逐漸取代，因此他是
支持白人優越主義者。
警察局長克馬利亞在

事發後之記者會上非常氣
憤地表示，兇嫌還公然在
實況轉播行兇現狀，這簡
直令人髪指。
我們要再次非常痛心

的指出，這是種族歧視之
殘酷暴行，再一次暴露了
我們非常嚴重之社會問題
，由于槍支泛濫，任何人
都垂手可買，一直不斷選
成無數無辜死於槍下。
近年來疫情重劊之下

，政客正在煽風點火，在

病毒、移民、経濟冋題上
都指向有色人種成為待罪
羔羊，政客們因而以操控
族群對立而謀求政治利益
，一直到現在為止，德州
鄉鎮地區目前還拒絕慶祝
金恩博士出生紀念日，可
見他們心裡仍然非常歧視
有色人種。
今天我們居住在美國

的華亞裔更要多加團結自
救，那些種族主義者之枉
法行為，必須喚起政府及
民間之注意，水件城之種
族謀害事件，絕不是單一
行為，他們那批心懷仇恨

的份子，他們隨時會出現
在你的身邊，不可不防了

。

悲劇再次上演悲劇再次上演



尹錫悅大談朝核後，中國也在聯合國表態了，連說3個“有的國家”

綜合報導 韓國政壇新舊總統交替已

於5月10日正式落幕，新總統尹錫悅於

當日宣布了入職誓言，由此開啟了第20

屆總統的職業生涯。從這壹屆總統大選

以來，韓國政壇時不時被爆料出來的消

息，總能引起人們的關註，尤其尹錫悅

在競選中脫穎而出後，他的壹舉壹動更

是廣受關註。

尹錫悅沒有正式上任之前，外界便

紛紛猜測他成為新總統之後會采用什麼

洋的政治主張，在外交策略方面又會以

什麼洋的方式建立對外關系。尹錫悅曾

多次公開針對中國，對華態度壹直非常

強硬。反觀他對美國的態度，儼然成了

壹個新美派。

尹錫悅的公開表態也讓人們意識

到，他執政韓國政壇之後，很有可能

導致韓中關系變得更為僵化，他竭盡全

力配合美國，成為美國的同盟，利用多

種渠道對中國發起攻擊，同時，他壹次

次地挑釁朝鮮，與美國在邊境舉行聯合

軍演。

面對韓國的挑釁，朝鮮為了穩定局

勢，維持國防安全，除了向美國和韓國

發出口頭警告之外，當即抉定發射多枚

火箭炮。朝鮮發射核武器的舉動，再次

引起韓國政府的高度關註。朝鮮在國際

上雖然沒有太多的存在感，但壹直都在

默默努力，尤其在核武器研究方面已經

取得壹定成績。

當朝鮮發射核武器之後，美國和韓

國也毫不示弱，特別是韓國壹直在關註

朝鮮近期的導彈發射活動，與此同時，

尹錫悅上任之後，不會再繼續留在青瓦

臺辦公，反而是將辦公場所搬到了國防

部。尹錫悅這洋做也是為了保障自身的

安全，擔心朝鮮發動核武器威脅。

不過，尹錫悅在正式上任第1天的

時候，大談朝核問題，聲稱，若是朝鮮

能夠做到無核化，他將為朝鮮提供壹

個非常“大膽的”經濟發展計劃。尹

錫悅指出，如果朝鮮按照他的要求去

做，那麼將會幫助朝鮮在經濟領域取

得優質的發展空間，幫助朝鮮民眾改善

生活質量。

尹錫悅發布朝核言論後，中國也在

聯合國大會上表態了，還連連說出3個

“有的國家”。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

軍在慘加聯合國大會時指出，現在朝鮮

半島面臨著十分緊張的局勢，這種局勢

呈現螺旋式上升的狀態。

針對朝鮮緊張局勢，中方建議各方

要竭盡所能的保持冷靜和克制，以對話

的方式協商存在的問題，而不是通過激

化矛盾的手段讓局勢進壹步升溫。中方

將會竭盡全力地支持朝鮮半島用正確的

方法改善彼此的關系。

在面對朝鮮問題的時候，其實不應

該就現在的局勢片面的去做出判斷，而

是根據歷史、站在全局的角度作出判

斷，只有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後果的情

況下，才有利於化解局部緊張局勢。原

本朝鮮領導人就已經同意了無核化的要

求，並與多個國家達成無核化共識，就

因為美國的原因，在沒有按照計劃行動

的情況下，致使美國和朝

鮮的對話陷入僵局。

除此之外，我方代表

還在大會上說出有的國家

雖然要求朝鮮無核化，自

身卻做不到，反而不斷推

進核擴散的風險；有的國

家密切關註朝鮮軍方的舉

動，甚至還明目張膽地開

發了高超的音速武器；還

有國家的高級官員總時不

時的拿出安全威脅的借口，卻壹直主張

“核共享”。

針對這些國家表裏不壹的行為，中

方提議全球各國都應該遵循安全協議，

這種做法對解抉半島問題有著非常重要

的意義。國際安全是和每壹個國家的安

全息息相關的，壹國的不安寧必然會造

成國際形勢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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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悉，5月9日壹早，撣邦

南部娘瑞鎮單濤市場內，在銷售貨物的2

名男子遭人槍殺。對於暗殺事件，Assas-

sin for Justic-AFJ發布信息，宣稱對事件負

責。

茵萊湖地區的壹位民眾稱，被槍殺的

2人分別是退役軍人吳耶明和他的女婿。2

人住在黑亞雅瑪村，5月9日在市場內遭槍

殺。市場內民眾聽到槍聲都被嚇到，紛紛

蹲下躲避，所以沒看清楚是誰開的槍。2

人中槍後當場身亡，好像是頭部中槍。

壹位民眾表示，2人被槍殺前壹周，

曾收到地區人民防衛軍的子彈警告。同

時，黑亞雅瑪村管理員吳昂乃烏也被警

告。吳耶明和他的女婿被槍殺後，管理員

吳昂乃烏被嚇得不敢離開家門半步。

退役軍人吳耶明和他的女婿遭槍殺

後，軍方增派了在茵萊湖地區的兵力，同

時展開了調查工作。

公布信息稱對暗殺事件負責的Assas-

sin for Justic-AFJ發文稱，5月9日早上6點

30分左右，槍殺了退役軍人吳耶明和他的

女婿。退役軍人吳耶明是軍方線人，同時也是民團領導

人。他的女婿覺刷則是警方的線人。5月3日，軍方東部

軍區司令部司令倪另昂少將壹行人，曾與包括吳耶明及

其女婿在內的茵萊民團成員會面。當天，我們就計劃實

施暗殺任務，但壹直沒有獲得機會，直到5月9日才實施

了計劃。

緬甸軍方領導人抵達大其力
所有賭場全部關閉

綜合報導 撣邦東部消息，大其力市內

壹名退休警員被查到與毒品有關，對此，

內比都的壹名軍方領導人將前來調查該案

件。因此，在該領導人到來期間，大其力

市內的所有賭場均不能開放。

據大其力民眾表示，已經接到相關通

知，內比都的軍方領導人抵達大其力期間

，包括酒店內的賭場在內，所有賭場均需

關閉。據了解，因為該領導人要親自來調

查這起毒品案件，因此從5月5日開始，大

其力市內的賭場就全關閉了，截至目前還

沒有恢復開放。在賭場內工作的人也不能

離開賭場。

據了解，內比都的軍方領導人要來大

其力，與4月24日在大其力市內查獲1200

多萬片麻黃素片案件有關。

目前，大其力市內的賭場關閉了近壹

個周的時間，現在還沒有恢復開放。沿街

壹帶的賭場內，壹些電腦、打魚機、網酪

遊戲機等壹些其他賭博遊戲用品不能放在

賭場內，只能讓員工帶回家放著。然後，

賭場內的工作人員也不能回家，只能居住

在賭場內，但是也不發工資，因此非常的

困難。

大其力市是緬泰邊境的壹個城鎮，是

非常吸引當地貿易商和其他地區貿易商前

來投資的壹個城市，在該城市內，賭博是

非常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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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登上最高峰登上最高峰--1818歲歲
芝加哥少女勇敢征服了世界芝加哥少女勇敢征服了世界

想要登上世界最高的山峰--海拔超過8,848.86公尺(29,029 英尺)的喜馬拉雅山
(Mount Everest)珠穆朗瑪峰(聖母峰)那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因為那不僅僅是個
人意志的問題, 更是體能與技術是否可達成的關鍵, 太多的人以莫大的信念與戰鬥力去
嘗試和挑戰, 但能成功登上最高峰的人迄今才有1000多人, 現在又有一位來自芝加哥
的18歲少女竟也奇蹟般的達成了登峰壯舉, 她更創下了最年輕的美國女性的紀錄!

我們真的要為這位名叫露西•韋斯特萊克(Lucy Westlake)的芝加哥少女的登山經
歷感到震驚與振奮。這位18歲的女孩，是一名芝加哥郊區瑞柏市的高中生運動員，
她站在了珠穆朗瑪峰的山頂，但這裡絕不是她攀登生涯的頂峰。韋斯特萊克是在夏爾
巴人明瑪•志租(Mingma Chhire)指導下於5 月 12 日上午 5:36 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
頂峰, 她在大本營以外的高山上呆了7天，在當地時間晚上9點左右出發前往頂峰。經
過一夜的攀登，她在太陽升起大約一個小時後到達了山頂, 所以這個壯舉是有人做見
證的。

露西表示她能夠登上世界最高峰, 只是為了讓自己相信自己,確認自己有能力克服
一件事，而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認可。她說：“這真的是在挑戰我自己的極限，我只
是想看看我的身體和思想能走多遠，當然我也希望激勵其他人也這麼做。”

到達了地球上的最高點只是露西•韋斯特萊克實現的最新目標，她的更大的計劃
是完成探險者大滿貫。這是到達北極和南極並攀登七大洲最高山峰的挑戰，也被稱為
七大洲。當然，如果她想成為最年輕的選手，她就必須打敗一位20歲就達到這一目
標的日本女性,露西•韋斯特萊克曾登上阿拉斯加的德納利峰、歐洲的厄爾布魯士山、
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山，現在又登上了亞洲的珠穆朗瑪峰,名單上
的其餘地點是南極洲的文森山、澳大利亞北部的卡斯滕斯金字塔和兩極。

在露西•韋斯特萊克從地球的最高點安全降落回到文明世界後，這位意志風發的
的年輕人開始接受主流媒體的採訪, 並將和她的瑞北高中(Naperville North High
School)同學一起畢業, 然後到南加州大學就讀，並且一一去完成登山的目標與使命，
就讓我們為他喝采與祝福吧！

第一次施政演說中第一次施政演說中，，尹錫悅首提尹錫悅首提““印太經濟框架印太經濟框架”，”，韓媒韓媒：：或為加入做鋪墊或為加入做鋪墊

(綜合報道）尹錫悅本月10日正式就職韓
國總統，並將於21日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
次會談。韓聯社消息，尹錫悅16日首次公開

提及“印太經濟框架”（IPEF），稱將
同拜登商討借“印太經濟框架”加強全
球供應鏈合作的方案。報導稱，有意見
認為，尹錫悅或為加入“印太經濟框架
”做鋪墊而提前透露將在韓美首腦會談
上討論有關事宜。

尹錫悅是在國會發表就任後的首次
施政演說時作出上述表態的。韓聯社稱
，提及與拜登的會談時，尹錫悅表示，
將同拜登就通過“印太經濟框架”加強
全球供應鏈合作的方案交換意見，並討
論數字經濟和碳中和等多項經濟安全事

務。
韓聯社稱，這是尹錫悅首次正式提及

“印太經濟框架”。有意見認為，尹錫悅或

為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做鋪墊而提前透露
將在韓美首腦會談上討論有關事宜。面對急
劇變化的半島局勢，尹錫悅似乎將深化韓美
合作放在外交工作的首位，而上述言論凸顯
其將韓美合作擴至經濟領域之意。

據韓聯社報導，有消息稱，新政府雖然
顧及對華關係，但還是傾向於參與“印太經
濟框架”。韓美首腦會談共同聲明中很有可
能寫入有關韓國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的內
容。因此，如何將參與“印太經濟框架”和
處理對華關係雙管齊下，將成為尹錫悅政府
今後的課題。

報導援引分析稱，尹錫悅提及“穩定供
應鏈”可解讀為其出於國家利益提出有關言
論，並非意在牽制特定國家。外交部長官樸

振在12日的記者會上也強調，參與“印太經
濟框架”並非針對特定國家。

報導提及，拜登於去年 10月首次提出
“印太經濟框架”的概念，將建立一個適應
21世紀要求的多邊夥伴關係，並邀請韓國、
日本等國家加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2日談及此事時表示，中方認為，任何亞太
地區的區域合作框架都應順應和平與發展的
時代潮流，增進地區國家間互信與合作，都
應體現開放、透明、包容、平等、互尊、互
信和互利理念，堅持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
等原則。亞太是合作發展的熱土，不是地緣
政治的棋局。中方願同各方一道秉持開放合
作，互利共贏的宗旨，抵製冷戰思維的小圈
子，共築亞太合作的大舞台。



芬蘭總統與總理正式宣布
其支持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綜合報導 芬蘭總統紹利· 尼尼斯托和總理桑娜· 馬林發表聯合聲明，正

式宣布支持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聲明說，加入北約將加強芬蘭的安全。作為北約成員國，芬蘭將加

強整個防務聯盟。芬蘭必須立即申請加入北約，希望在未來幾天內迅速

開展做出這壹抉定所需的步驟。

芬蘭申請北約成員資格的抉定由芬蘭總統和政府外交與安全政策部

長級委員會抉定。按照此前公布的流程，總統和政府外交與安全政策部

長級委員會將於15日舉行會議，以最終抉定是否申請加入北約並將此事

提交議會。芬蘭議會最早將於5月16日接受提議並召開特別會議。

芬蘭媒體預計，芬蘭加入北約的意向聲明將於下周發出。

瑞典外交大臣：芬蘭領導人的聲明將影響瑞典對加入北約的評估。

據瑞典電視臺報道，瑞典外交大臣安· 林德稱，芬蘭領導人支持該

國加入北約的聲明將影響瑞典對加入北約的評估。

林德表示：“現在芬蘭總統和總理已經給出了明確的信息。我們在

各個層面都與芬蘭有著密切合作，芬蘭也在影響我們的分析。我們將在

13日對安全政策分析報告進行審議時考慮到這壹點。”

5月13日，瑞典將完成議會各黨派的安全政策分析報告。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芬蘭加入北約將“順利而迅速”。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消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2日表示，芬

蘭加入北約將“順利而迅速”。

英格蘭及威爾士總檢察長批準廢除
“北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

致力於北愛爾蘭脫英的新芬黨

（Sinn Fein）在北愛議會選舉中獲得最

多席位，取得歷史性勝利，在英國政壇

引起軒然大波。

英國首相約翰遜明確表示《北愛爾蘭

協定》不可持續後，《泰晤士報》獨家報

道稱英國英格蘭及威爾士總檢察長布雷弗

曼（Suella Braverman）已批準廢除 “北

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

布雷弗曼認為，推翻“北愛爾蘭議

定書”是合法的，因為歐盟執行該議定

書是不相稱也不合理（誒 isproportionate

an誒 unreasonable）的。

布雷弗曼稱，她調查發現，歐盟在

愛爾蘭海設置貿易壁壘並助長了社會動

蕩，破壞了《貝爾法斯特協議》。

據《衛報》介紹，《北愛爾蘭議

定書》是英國脫歐協議的壹部分，英

國為了避免在愛爾蘭和北愛爾蘭之間

設置海關和邊界，就只能選擇在大不

列顛和北愛爾蘭之間設置海關和邊界

，這“事實上將北愛爾蘭地區留在了

歐盟”。

英國政府和愛爾蘭政府目前針鋒相

對。11日，英國拒絕了歐盟提出的解決

北愛爾蘭貿易規則僵局的提議。英方稱

不會回避采取直接行動。

英國與愛爾蘭
據最新消息，強硬派的英國外相特

拉斯直接對歐盟放話稱，英國將別無選

擇，只能對北愛爾蘭采取行動——除非

歐盟能在北愛爾蘭的貿易規則談判中展

現更大的靈活度。

愛爾蘭同樣強硬表態。愛爾蘭外交

部長科文尼警告說，如果倫敦采取破壞

“北愛爾蘭議定書”的單邊行動，歐盟

將采取法律行動，並可能對英國采取反

制措施。

不過，約翰遜也降低調門表示，

“北愛爾蘭協定書”需要修復，但不要

弄得太“戲劇性”。

導火索：新芬黨歷史性的勝利
當地時間5月7日，北愛爾蘭議會選

舉結果出爐，尋求脫離英國的新芬黨獲

得了議會中最多的27席，取得歷史性勝

利，北愛爾蘭將產生101年以來第壹個

民族主義政府。

壹直以來，新芬黨的目標便是讓北愛

爾蘭脫離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統壹。獲

勝後，新芬黨北愛爾蘭地區領袖米歇爾·

奧尼爾（Michelle O’Neill）表示，“現

在是愛爾蘭北部和南部討論壹個新的共

有島嶼的時候了。”

新芬黨成立於1905年，是唯壹壹個

同時活躍在愛爾蘭和北愛爾蘭的政黨。

在北愛爾蘭沖突期間，新芬黨是愛爾蘭

共和軍的政治代表，充當其喉舌，因而

壹度遭到愛爾蘭和英國雙方的封禁。該

黨認為現在的北愛爾蘭是非法政治實體

，試圖將之廢除。他們回避使用北愛爾

蘭壹詞，以“北方”替代，並且拒絕對

英國女王稱臣，所有當選英國國會議員

的黨員都不會前往威斯敏斯特履職。

然而，聯合主義的民主統壹黨

（DUP）則對選舉結果極為不滿，該黨

此前壹直是北愛議會第壹大黨。

由於《貝爾法斯特協議》的規定，

北愛爾蘭政府必須由民族主義派和聯合

主義派雙方聯合執政，因此DUP在敗選

後發誓要抵制組建新的政府，除非英國

政府退出脫歐協議中的《北愛爾蘭議定

書》。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講師、愛爾

蘭和北愛爾蘭當代政治史專家彼得· 麥克

洛克林（Peter McLoughlin）認為，新芬黨

如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它的目標

，因為壹旦同時領導兩地的政府，該黨不

僅能夠加強兩地對統壹的共鳴，還能以統

壹為前提整合兩地的政治資源。

新芬黨主席、愛爾蘭共和國議會反

對黨領袖瑪麗· 盧· 麥克唐納（Mary Lou

McDonal誒）在北愛爾蘭議會選舉計票

時同樣表示，她相信愛爾蘭統壹公投會

在十年內舉行，甚至五年內也是可能的。

她說，愛爾蘭的分裂是“災難性”的，

“我們相信愛爾蘭統壹是最好的計劃，

這對所有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來說都將

是最大的機遇。”

近年來，在現任黨主席瑪麗· 盧· 麥

克唐納的領導下，新芬黨在愛爾蘭和北

愛爾蘭兩地都人氣大漲，《貝爾法斯特

電訊報》2月引用最新民調顯示，新芬黨

在愛爾蘭的支持率為33%，而排在第二

的政黨僅有20%。現在北愛爾蘭已經被

新芬黨拿下，只要在2024年的愛爾蘭大

選中再獲勝，新芬黨就能實現在愛爾蘭

和北愛爾蘭兩地同時掌權。

改變口風
歐盟邀請全球“共同承擔重建烏克蘭的數萬億歐元資金”
綜合報導 據彭博社報道，上個月月初

歐盟內部官員曾透露壹則消息稱，歐委會

正在“盡力籌款”負責烏克蘭的戰後重建

費用數千億歐元，且已經告知了各國駐歐

盟辦事處。當時這篇新聞曾壹度引起全球

熱議，這就相當於歐盟抉定為烏克蘭的損失

“買單”了；彭博社甚至公布出了歐盟的具

體措施：籌劃設立壹個類似“基金會”的組

織向歐盟各國分攤援助資金，該機構通過對

接烏克蘭政府長期需求，長期向烏克蘭提供

重建和發展所需要的資金，看起來大有讓澤

連斯基“放心打仗”的意思。

但後來該消息石沈大海，始終沒有等

來歐盟的正面回應，反而在下旬澤連斯基

開始抱怨他們“錢不夠花”了。澤連斯基

和烏克蘭副總理在世界銀行行長舉辦的會

議上，陳述他們面對的不利境地，並表示

重建大約需要6000億美金的花費，請各國

援助。但會議並沒有達成對烏克蘭的幫扶

協議，他們要求的援助數字和IMF、世行

等組織實際籌款差距巨大；後續美國國會

批準了給拜登政府支出400億美元專項援

助烏克蘭的資金，但這些資金仍然沒有明

確用於烏克蘭重建的。

歐洲投資銀行（EIB）行長沃納 霍耶

爾開始向全球要錢，要求世

界“共同承擔烏克蘭的重建

成本”。他表示近期聯合國

、國際貨蔽基金組織和世界

銀行已經在華盛頓討論了

“重建烏克蘭的成本”問題

，歐洲對西方打算對烏克蘭

進行“馬歇爾計劃”模式的

援助非常支持；但這個步驟

需要數萬億歐元的帳單，歐

洲不能獨自承擔。霍耶爾喊

話各國領導人稱，他們計劃

成立壹個面向全球的機構，歐盟不會獨自

出錢。至於歐洲能拿出來的數字是多少，

霍耶爾吞吞吐吐地表示，如果得到歐盟委

員會的批準，他們還可以立即提供15億歐

元的額外援助。

在這次的聲明中，歐投行絕口不提西

方凍結沒收俄邏斯的3000億美元資金的去

向。美國和歐洲已經相繼宣布不會歸還這

筆錢，而是將其“用於賠償烏克蘭的損

失”，這毫無疑問是壹筆巨款，目前去向

未明；且重建烏克蘭到底需要多少錢這個

問題，西方的態度也壹變再變，上個月還

評估面臨的損失“高達600億美元”，後

來變成數千億美元，現在又變成數萬億歐

元，從來沒有機構公布過評估報告和相關

資料。

另壹方面，有分析認為壹些國家尤其是

對俄邏斯和烏克蘭中立、且認為他們不該為

俄烏沖突的發生負責任的國家會拒絕負擔重

建的款項，這些國家還不在少數。有來自印

度的社會研究者駁斥歐洲稱：“如果我們的

政府拿出壹分錢幫扶烏克蘭重建，那麼他們

就是壹個失去民心的政府！誰吃飯就應該誰

來買單，現在我們正在積極尋求談判促進和

平，但壹些人仍然覺得沖突規模還不夠大，

這洋又有什麼立場來向全球要求賠償呢？”

巴西試射導彈偏離軌道落入農田 農民嚇壞“以為墜機”

綜合報導 巴西軍隊

壹枚導彈在試射中偏離

預定軌道，落入巴西中

部戈亞斯州的福爾摩沙

種植員，嚇壞了正在附

近農田勞作的農民，有

人以為是飛機墜落。

社交媒體流傳視頻

顯示，多枚導彈在發射

場同時發射，上升過程

中，壹枚導彈中途偏離

軌道，在上空劃出弧線

。農田附近的目擊者表

示，當時聽到巨大聲響

，以為是飛機經過，而

後的撞擊聲讓他誤以為

是飛機墜毀，地面揚起

了大面積煙塵。另壹名

目擊者辨認出了導彈，

但他沒想到會落在離自

己百米遠的地方，墜落

瞬間震感強烈，他很慶

幸自己還活著。

戈亞斯州警方證實

發生了該事故，巴西軍

方表示正在調查導彈偏

離軌道的原因。事故未

造成人員傷亡。

巴西日增確診逾2.1萬例
維持機場和航班口罩令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21344例，累計確診30639130例；新增死亡病例125例，累計死亡

664641例；累計治愈29703904例。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Anvisa)宣布，將維持巴西目前實施的機場和航班

“強制口罩令”，所有旅客和員工在機場登機區和飛機內等受控區域必須

強制使用口罩。不過，從5月22日起，將允許恢復機上餐飲服務。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當天還作出抉定，將巴西使用的抗擊新冠的疫

苗和藥物緊急使用授權再延長壹年，這意味著克爾來福(CoronaVac)新冠

疫苗可以繼續在巴西使用。據悉，輝瑞(Pfizer)、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

楊森(Janssen)三款新冠疫苗，目前已經獲得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的最終

註冊，無需再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據巴西各州衛生廳的統計數據，在過去7天內，巴西日均新增確診

病例16555例，比兩周前數據增長22%。不過，日均新增死亡病例105

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15%。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12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776億人接種了

第壹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82.7%；有1.65億人已完成全程疫苗接

種，占總人口的76.82%。此外，巴西超過8913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

強針，占總人口的41.49%。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

印度；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二       2022年5月17日       Tuesday, May 17, 2022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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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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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綜合報導）“一架F-35戰機在1萬米高空的印度太平洋
上空飛行，突然間，它依賴的導航系統GPS衛星被對手通過
網絡或反衛星摧毀。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是美國緬因州參議員安格斯•金在5月11日在參議院軍

事戰略部隊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向美軍太空作戰部副
部長大衛•湯普森將軍提出的問題。湯普森告訴立法者，
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提出多年，但它是五角大樓越來越關注
的問題。
隨著太空變得更加擁擠和競爭更加激烈，美軍太空部隊一
直在倡導使用更廣泛的、有彈性的衛星架構。不過，目前
GPS系統僅由33個航天器組成。
湯普森說，目前美國沒有用新導航程序取代GPS的計劃
，雖然GPS是世界標準，但我們目前過分依賴它，或者說
完全依賴它。
多年來，美國空軍不時訓練F-35戰機飛行員在沒有GPS
的情況下作何反應，目前，他們可以在沒有GPS的情況下
保持繼續飛行的能力，但會對任務產生影響。為了減少這
些影響，美國空軍部門正在開展項目“以減少對GPS的依
賴，以提供能夠導航、定位和執行任務的其他手段”。
其實，不僅僅是美國空軍部門，事實上，所有美軍都將導
航問題視為重要問題，都在研究大量用於定位和導航的技

術和方法。
幾年前，美國海軍在美國海軍學院帶回“天體導航”——

星空導航，成為頭條新聞。
但是，雖然媒體對這一變化的報導主要集中在回歸具有數

百年曆史的導航方法（如六分儀）的想法上，但湯普森表示，
補充GPS的新方法仍將是高科技。

“他們正在開發‘自動天體導航技術’，不需要人類導航
器，坦率地說，能夠在白天，當人眼看不到星星時進行導航。
”湯普森說。

“許多年前，車載導航、慣性導航系統是我們在上世紀50
年代和60年代、在全面應用GPS之前用於導航的方式。我認
為，是時候對這些技術和能力進行再投資以推進它們了。甚至
還有一些技術可以讓系統測量地球磁場，並根據地球磁場的變
化，找出你所在的位置，進行地形測繪，目前有很多方法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2020年，美國陸軍成立了一個新的辦公室和實驗室，致力
於定位、導航和授時的現代化。 2021年，美國空軍戰略發展
規劃和實驗辦公室與海軍水面戰中心一起，對融合在一起的開
放軟件架構的新PNT技術（綜合定位導航授時體系）進行了飛
行測試。

湯普森和倡導人美國緬因州參議員安格斯•金認為，這樣
的舉動對於推進對GPS的依賴是有必要的。 “領導層必須考
慮這個問題，因為在衝突中，如果我是對手，我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嘗試攻擊GPS，以使我們失明。”

（綜合報導）在剛過去的周末，美國多地發生槍擊事件，導致近20人死亡。據非營利組
織“槍支暴力檔案”網站15日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以來，美國國內涉槍事件已導致15979人
喪生，13173人受傷。

14日，18歲的嫌疑人佩頓·金德倫持槍在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家超市內外射擊，打死10人，
打傷3人，死傷者絕大多數為黑人。警方認定其作案動機為種族仇恨。

金德倫甚至在遊戲直播平台直播行凶過程，但很快被平台掐斷。布法羅市市長拜倫·布朗
說，金德倫來到該市，“就是為了盡可能奪走更多黑人的生命”。案件調查仍在繼續。

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一名16歲少年14日晚在千禧公園的標誌性雕塑“雲門”附近中
彈身亡。當地官員15日說，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天禁止未成年人晚6時後在沒有成年人陪同情況
下進入千禧公園。

一名未成年人因關聯這起槍擊被捕。警方還拘留另一名未成年人，並在其身上找到一件武
器。警方說，千禧公園14日晚有一場集會，迄今已逮捕參加集會的26名未成年人和5名成年
人，其中5人因涉槍被捕，現場查沒8支槍。

市長洛麗·萊特富特說，生命的逝去令人痛心，芝加哥將採取新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發生。
必須對年輕人攜帶槍支和以暴力方式解決問題持“零容忍”立場。

據美聯社報導，截至本月8日，芝加哥今年已記錄779起槍擊事件和194起兇殺。芝加哥
去年報告兇殺797起，創本世紀以來新高，為另一大城市洛杉磯市的兩倍，超過紐約市近300
起。

14日夜至15日凌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發生三起槍擊事件，分別緻一人死亡。密爾
沃基縣驗屍官說，一名21歲男子14日午夜時分在第11街附近中彈身亡。大約40分鐘後，一名
17歲當地少年遭射殺，警方認為可能關聯搶劫。 15日凌晨2時30分，第19街和林肯大街附近
發生第三起槍擊事件，一名28歲男子身亡。

此前，密爾沃基市13日傍晚接連發生3起槍擊事件，造成21人受傷。 3起槍擊都發生在
密爾沃基市中心娛樂區，當時上萬人正聚集在這裡觀看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東部半決賽密爾
沃基雄鹿隊對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比賽。密爾沃基市長卡瓦利埃·約翰遜隨後發布14日和15日
針對21歲以下年輕人的深夜宵禁令。

依據警方數據，密爾沃基市2021年有193人被殺，其中180人的死亡涉槍，另有873人受
槍傷。今年，密爾沃基市迄今已有77人被殺，較去年同期增加40%。

15日中午，得克薩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的一處舊貨市場發生槍擊，致2人身亡、3人受

傷。執法人員從現場查獲2把手槍。
哈里斯縣治安官埃德·岡薩雷斯說，當時有數千人在這處位於市中心以北約22公里處的市

場購物。據美國媒體報導，1名傷者為槍擊嫌疑人，另外還有2名嫌疑人被拘。
15日下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部一處長老會教堂發生槍擊，致1人死亡、5人受傷，其

中4人傷勢嚴重。社區居民多為老年人，1名嫌疑人被捕。
過去兩年，美國槍支暴力問題呈惡化趨勢。美國專家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

衝擊以及美國槍支保有量上升或是重要原因。

血腥週末血腥週末 美國多地發生致人死傷槍擊美國多地發生致人死傷槍擊

（綜合報導）在對美國進行工作訪問期間，佐科威總統會
見了SpaceX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週六（2022 年 5 月 14 日
），兩人在 SpaceX 星際之門大樓前會面，參觀 SpaceX 的火箭
生產設施。

佐科威說，這次訪問是他命令海事和投資協調部長盧胡特
與埃隆•馬斯克交談的後續行動。總統秘書處在新聞稿中引述
佐科維說：“這是我與埃隆就投資、技術、創新進行討論的命
令的後續行動，現在我在這裡與埃隆直接會面，討論未來的合
作。”

會議期間，佐科威還邀請特斯拉創始人，埃隆來到印尼。
“我認為他對立即來印度尼西亞非常感興趣，我也歡迎了他來
印度尼西亞，”佐科威說。

馬斯克表示，他計劃在今年 11 月份來印尼。 “希望在 11
月，感謝您的邀請，”馬斯克說。在那個場合，他還表達了他
對與印度尼西亞合作的興趣。 “我認為印度尼西亞有很大的潛
力，我認為我們通過特斯拉和 SpaceX 將嘗試與印度尼西亞進
行一些合作，”他說。

今年，馬斯克表示，考慮到印尼有很大的潛力，他的政黨
可以與印尼合作。 “我們將在很多方面密切關注合作的形式，
因為印度尼西亞有很大的潛力。印度尼西亞人口眾多，而且還
在繼續增長。這很好，因為我們未來需要很多人，”馬斯克說
。

陪同佐科威總統訪問的包括海洋事務和投資統籌部長盧胡
特（Luhut）、國務秘書普拉蒂克諾(Pratikno)和印度尼西亞駐
美國大使羅桑•羅斯拉尼(Rosan Roeslani)。
政府需要有效預測印度的小麥出口禁令

印度尼西亞眾議院第四委員會成員安迪•阿克馬爾•帕斯
魯丁（Andi Akmal Pasluddin）表示，印度尼西亞政府在食品領
域的政策必須能夠有效預測與印度發布的小麥出口禁令有關。

“我相信我們的國家不會受到印度小麥出口禁令的顯著影
響。然而，已經發生的情況是，這種困難情況不僅發生在一兩
個國家，”Akmal Pasluddin 週一在雅加達發表聲明說。

他要求政府說服印度尼西亞人民，了解影響各個國家的與
食品有關的全球形勢。

Akmal 說，目前印度作為小麥生產國已經禁止出口這種商
品(小麥)，因為該國正在經歷零售食品通脹的飆升。

“COVID-19大流行和俄烏戰爭局勢也影響了幾乎所有國
家的貿易和交流活動。我們必須注意這種情況，以便我們時刻
準備好保護國內經濟的活動，”他說。

他解釋說，因為印尼的主食不是來自小麥的食品成分或者
小麥的衍生產品包括麵包。

儘管印尼作為小麥進口國每年的進口價值為1170萬美元，
或相當於34.5億美元，但據他介紹，這種食品被認為還能被其
他商品所取代。

出於這個原因，他表示希望政府能夠發揮作用，通過提供
使用當地原材料而非進口原材料生產的替代企業，為食品和飲
料行業的參與者提供高原材料的解決方案。
全球最貴，原產印尼沉香木可達每公斤 15 億盾

沉香木材是我國的原始木材之一，甚至被稱為世界上最昂
貴的木材。原因是，印尼本土沉香木的價格可以達到每公斤
15 億盾。

沉香木廣泛用作配飾、室內裝飾和各種木製工藝品。具有
芬芳氣味，使沉香木常用於香水業，以及首飾。

星期六（2022 年 5 月 14 日）綜合各種來源，沉香木來自
沉香屬的幾種樹種，尤其是馬六甲沉香（A. malaccensis）類型
。一般來說，這種木材具有獨特的深黑色。

沉香樹一般生長在東南亞和南亞。這種木材的直徑約為
40-60 厘米，高度可達40 米。

沉香木被稱為神木。沉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的梵
文吠陀中被描述為財富和奢華的芬芳產物。

對於低質量的木材，沉香木材的售價在每公斤 300,000 盾
到 1000 萬盾之間。然而，對於高質量，沉香木的售價最高可
達 100,000 美元（美國）或約 14.3 億盾（匯率為 14,300 盾兌美
元）。有些甚至突破了 15 億盾。

沉香售價高昂，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原材料之一，尤其適用
於香水行業、高檔家具，甚至健康。

佐科威和埃隆佐科威和埃隆••馬斯克的會面開啟了與馬斯克的會面開啟了與 印尼合作的機會印尼合作的機會

如果GPS被攻擊，該怎麼辦？
美將軍：正在開發“自動天體導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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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醫護聯手 精細護理患者
兩地醫護線上交流座談 盼未來繼續合作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後，中央應香港特區請求

派出內地援港醫療隊赴港，與香港醫護在亞博館新

冠治療中心協同作戰，開啟了粵港醫護合作抗疫的

里程碑。香港護士總工會、香港政府華員會護士分

會、香港醫護人員國情研習班同學會與內地援港醫

療隊護士同業14日下午舉行線上交流座談會。兩地

醫護均表示，今次粵港雙劍合璧聯手抗疫，為新冠

患者提供精細化的治療護理，同時加速兩地醫護的

交流合作，為後期的持續交流學習搭建了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

聯辦副主任尹宗華14日參加香港醫護與
內地援港醫療隊護士同業線上座談會並
致辭。他表示，香港從2020年疫情發生
以來，廣大醫護工作者始終堅守在香港
抗疫的最前線，以精湛的護理技術和規
範的專業服務，用愛心、細心、責任心
為病人患者送去幸福與安康。廣大醫護
工作者用敬業、奉獻，為香港市民提供
了最有效的幫助和服務。“你們是新時
代最美的白衣天使，是當代最可愛的
人，是我們最可敬的人。”

尹宗華表示，為支援香港抗擊前所
未有的第五波疫情，中央應特區請求迅
速派出內地醫療隊緊急馳援香港。內地
援港護士們臨危受命、勇挑重擔，聞令
而動、逆行出征，捨小家為大家，連續
奮戰78個日日夜夜，很多醫護被口罩勒
出血痕，雙手也讓汗水長時間浸泡發
白。他提到有一位89歲婆婆出院前，堅
持要把自己僅有的椰子糖送給細心照顧
她的黎護士長（內地醫療隊護理領隊黎
漸英），禮輕情重，是婆婆真情的流露
和表達。

尹宗華指出，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及
時馳援，有效遏止香港疫情，大家用實
際行動詮釋了生命至上、捨生忘死、尊
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展
現了關愛生命、救死扶傷、人道奉獻的
專業職守，受到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讚
譽，贏得了香港同行的充分認可。“香
港會記住你們為防控疫情、救護病人的
一個個感人故事和作出的巨大貢獻。”

尹宗華最後說，今次兩地醫護人員
攜手抗疫，創立了聯合救治、共同應對
重大公共衞生危機的生動典範，體現
“一國兩制”的巨大優勢，希望兩地醫
護界繼續加強交流合作，書寫一個又一
個新的成功合作故事。

尹
宗
華
：
醫
護
是
最
可
愛
可
敬
的
人

◆尹宗華 直播視頻截圖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參加線上交流座談會
並致辭（見另稿）。座談會由內地醫療隊

護理領隊黎漸英及香港政府華員會護士分會主席
張佩華主持，參與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廣東省中醫
院二沙島醫院急診科護士長凌傳仁、廣東省第二
人民醫院外科片區總護士長李建雲、中山大學附
屬第三醫院感染科護士長李莉莉，以及香港護士
總工會理事張育賢、黃綺麗共5人參與交流。

多聊天了解病患所需
凌傳仁在座談會上表示，今次內地援港醫療

隊共有288人，分別來自廣東24家醫院。團隊均
有一線抗疫經驗，懂粵語，英文基礎好優先，以
重症、感染、急診、呼吸等內科專業為主。

醫護赴港後共進行了32次培訓，包括醫療信
息系統、護理實操、傷口護理、溝通交流、餵食
護理等。

他說，醫療隊在接管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6

個病區後，採用“小組制、責任制、功能制”的
混合護理模式開展工作，以協同合作模式，實現
醫護一體化管理，以及實施“細心、貼心、暖
心”的精細化護理工作。

凌傳仁指出，由於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年長
患者多，在護理特色上，醫療隊採用多學科協
作，實施精細化管理，如根據患者習慣餵食，添
加烏梅改善中藥的口感；並了解病患的飲食需
求，提供麵食或蛋糕，以及護士多與病人“傾
偈”，提供心理護理等。

傷口協助小組護理逾千人次
李建雲提到，由於治療中心長者患者居多，

入院時身上帶有傷口，以4月4日為例，當日患
者有208人，有傷口的病患72人，加上兩地護理
團隊傷口護理水準不一等等，因此特別建立了由
12人共同參與的“粵港傷口協助小組”協同作
戰。

李建雲表示，粵港傷口協助小組明確了管理
組和護理專家組的工作職責，統一傷口護理標準
並制定工作方案，共累計護理傷口患者約1,100人
次。她形容小組協同作戰開創三贏，包括為患者
提供優質護理及照護體驗感，同時優化了工作方
案、提高了工作效率、創新了工作模式，以及為
後期的持續交流學習搭建了平台。

李莉莉表示，今次醫療隊在港實行嚴格的閉
環管理，從駐地與隔離醫院之間兩點一線出行，
由專車接送，隊員不得自行打車、搭交通工具前
往醫院。在駐地酒店，每個隊員單人單間居住，
不相互交流走訪，亦避免堂食、外出就餐、購物
等，必要的溝通則採取電話或視頻會議解決。

香港護士總工會會長蘇肖娟在會上表示，今
次兩地醫護透過聯手抗疫，加速兩地醫護交流，
拉近彼此的情感距離，希望未來兩地醫護繼續交
流合作，各展所長，互補長短，共同提升護理素
質。

◆兩地醫護線上交流座談。
直播視頻截圖

▲

在亞博館接受治療的病人對援港
醫護表示感謝。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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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架將交付C919大飛機試飛成功
完成預定任務 狀態性能良好 東航將成首家投運用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14日6時52分，編號為

B-001J的C919大飛機從浦東機場第4跑道起飛，9時54分安全降

落，標誌着中國商飛公司即將交付首家用戶的首架C919大飛機首次飛行試驗

圓滿完成。商飛方面介紹，在3小時2分鐘的飛行中，試飛員與試飛工程師協

調配合，完成了預定的各項任務，飛機狀態及性能良好。早前東方航空公司

與中國商飛公司在上海正式簽署了C919大型客機購機合同，首批引進5架，

將成為全球首家運營C919大型客機的航空公司。目前，C919大飛機試飛取

證和交付準備工作正在有序推進。

作為中國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大型噴氣式客機，C919大型客機自

2017年5月5日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完成首
飛後，已先後有6架同型飛機適航取證試
飛。本次為交付試飛，“交付試飛的科目要
簡單很多。若果是適航取證試飛，已經飛了
有7年了，但是交付試飛可能有個10來天就
夠了。”民航專家林智傑介紹，適航取證試
飛，是為了驗證飛機的設計生產符合要求，
能夠確保飛行安全，相當於研發驗證。而交
付試飛是為了驗證飛機本身的生產製造無問
題，可交付給客戶使用，相當於產品製造階
段質檢。

相信C919質量 東航公告定增4架
作為C919首架交付機的運營方，東航

早在2020年便與商飛簽署了20架C919採購
意向，並於2016年11月1日，在第十一屆中
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上，與中國商飛簽署
合作框架協議，成為C919大型客機的全球
首家用戶。2021年3月1日，中國東方航空
作為國產大飛機C919全球首家啟動用戶，
與中國商飛公司在上海正式簽署了C919大
型客機購機合同，首批引進5架，將成為全
球首家運營C919大型客機的航空公司。

彼時，在購機合同簽署現場，東航相關
負責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5架C919
大型客機引進後，將以上海為主要基地，加
密上海至北京大興、廣州、深圳、成都、廈
門、武漢、青島等優質航線。值得一提的
是，東航股份公司規劃發展部副總經理王永
芹表示，“C919飛機的質量相比B737和
A320一點都不差，甚至還要好，在價格上我
們相信也是更好的。”

今年5月10日晚間，中國東航定增公告
披露，東航擬募資150億元用於引進38架飛
機等事項，其中包括4架C919大型客機。
公告中還首次披露，C919大型客機的目錄
價格為每架0.99億美元。而據公開數據顯
示，B737-800和A320-neo基本款的目錄價
格分別為每架1.171億美元和1.106億美元。

具價格優勢破外國大型客機壟斷
對此，林智傑稱，目錄價相當於折扣前

的標價，本身不太具有參考意義，但毋庸置
疑，C919具備價格優勢。林智傑分析道，
C919一方面價格便宜，不僅是實際售價會
低於波音和空客的飛機，關鍵對於國內運營
方來說，不需要引進的進口關稅，所以它在
價格上是有優勢的。

其次，因為C919的整個生產製造和服
務團隊都在國內，最貼近國內客戶，而且也
最理解中國的民航市場，能夠根據客戶的需
求及時響應，及時給予支持，所以從服務角
度也相對會較好。但林智傑也坦言，“它的
綜合性能，它的經濟性和波音空客的新一代
窄體機，應該來說還是有一定差距，因為人
家都已經發展了60年，我們5年、10年很
難一起步就實現反超。”

據商飛官方信息，截至2018年2月26
日，C919大型客機國內外訂戶達到28家，
訂單總數達到815架。在林智傑看來，C919
宛如全球大飛機製造市場的一條鯰魚，對全
球的民航業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C919
和ARJ21的加入，對全球的航空公司，其實
都是一個很大的利好，意味着他們的選擇更
多樣，也能夠激發空客和波音提供更好的服
務，降低價格研發出更好的產品。”

日期 事件
2009年1月6日 中國商飛公司正式發布首個單

通道常規布局150座級大型客
機機型代號“COMAC919”，
簡稱“C919”。

2010年11月15日 C919的1:1展示樣機亮相珠海
航展。

2015年11月2日 C919首機在浦東基地正式總裝
下線。

2017年3月20日 C919通過了首飛技術評審。
2017年4月16日 C919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4號

跑道進行首次高速滑行測試。
2017年4月18日 C919通過首飛放飛評審。
2017年5月5日 C919在上海浦東機場成功完成

首飛任務。
2017年11月10日 C919一號機（101）從上海浦

東成功轉場至西安閻良，順利
完成首次城際飛行，投入適航
取證試飛。

2018年3月24日 C919 二號機（102）完成首
飛。

日期 事件
2018年12月28日 C919 三號機（103）完成首

飛。
2019年8月1日 C919 四號機（104）完成首

飛。
2019年10月24日 C919五號機（105）完成首飛
2019年12月27日 C919六號機（106）完成首飛
2020年2月23日 C919六號機轉場東營試飛，至

此，6架C919大型客機均已投
入地面試驗和飛行試驗。

2020年10月31日 C919 亮相 2020 南昌飛行大
會，進行全球航展首次動態展
示。

2020年11月 C919 獲 型 號 檢 查 核 准 書
（TIA），全面進入局方審定試
飛階段。

2021年3月1日 C919全球首單正式落地。
2022年5月14日 中國商飛公司即將交付首家用

戶的首架C919大飛機首次飛行
試驗圓滿完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中國大飛機C919成長記

◆即將交付的首架中國國產C919大飛機首飛試驗成功。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時新聞網及聯合新聞網報
道，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4日公布，全台新增
64,04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續三日新增病例數超過
6萬人。其中本地病例63,964例，境外輸入77例；另新
增40例死亡病例。今年以來全台本地確診病例共增加
609,121例。台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代理發言人羅一鈞表
示，台疫情高峰還沒到，單日確診數或達10萬。

台當日新增病例年齡介於未滿5歲至90多歲，以新
北、桃園、台北最多，其中新北市新增21,336例。新增
死亡病例為16例男性、24例女性，皆屬重症病例，最年
輕者僅20多歲。其中38例具有慢性病史、15例未接種
疫苗，有5例為死亡後才確診。該20多歲男性曾接種過
兩劑疫苗，有慢性神經系統疾病，長期使用呼吸機；另
有一30多歲男性，有糖尿病及慢性神經系統疾病，且沒
有接種疫苗。台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呼籲民眾盡早接種，
提升保護力。

近600家護理院爆疫
羅一鈞預估台灣疫情高峰可能發生在5月20日至30

日之間，高峰期的最低估值為10萬例（單日確診數，下
同）、中位估值為15萬例、最高估值為20萬例。“現在
看來還沒有達到最低估值，因此未來高峰有可能是單日
確診10萬人”。此外，島內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護理
院）染疫事件頻傳。今年以來共有595家長照機構、護
理之家、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出現工作人員、住戶確診
的案例，其中有1,526名工作人員、2,881名住戶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在14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
上，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冬表示，上
海疾控機構對此輪疫情中60多萬例陽性感
染者開展了深入細緻的流行病學調查，接下
來還將繼續對重點場所、重點區域強化流行
病學調查工作。截至目前，市、區兩級方艙
醫院的在院人數已經下降到5萬人左右，只
有最高峰在院人數的20%，5家市級方艙實
現休艙。

孫曉冬表示，上海目前會嚴格落實
“三區”管理要求，至5月13日，上海劃分

三區達到了7.3萬餘個，其中封控區5,158
個，涉及人口數182萬；管控區17,914個，
涉及人口數325萬；防範區49,537個，涉及
人口數1,807萬。防範區的數量已是封控區
加上管控區的2倍多，所涉及人口數更是達
到了封控區加上管控區的3倍多。他稱，目
前上海發現的陽性感染者中，99%以上都是
在封控隔離期間被發現的，證明三區劃分措
施對防止疫情蔓延和擴散起到作用。

加強消毒流調嚴防反彈
13日，上海新增194例新冠肺炎本土確

診病例和1,487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其
中，1例陽性感染者是在防範區篩查中發
現。

由於老舊小區等重點區域仍存疫情反
彈風險，上海將重點採取加強環境日常消

毒，對人員流動進行嚴格規範管理。此外，
還將繼續對重點場所、重點區域強化流行病
學調查工作。截至5月12日，上海市、區兩
級疾控機構已經對本輪疫情60多萬例陽性
感染者開展了深入細緻的流行病學調查，排
摸了密接和次密接220多萬人、篩查風險人
員370多萬人。上海還將對在封控區等非社
會面發現的新增陽性感染者進行流調，排查
傳播感染的風險環節，並對防範區等社會面
新增陽性感染者開展流調工作，防止疫情的
蔓延和擴散。

隨着每日新增陽性感染者數量逐步下
降，上海半數計5家市級方艙已休艙，68家
區級臨時中轉平台已關停。截至13日，此
前規劃的288個學校改造方艙，已有超95%
的點位不再使用，並展開了清潔消殺和安全
評估。

滬方艙陸續休艙
繼續強化重點場所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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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執筆之夜，乃是2022 年5 月7 號星期六
之晚上，距離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已經是24
年10多 月，快要進入4 分之一個世紀矣。記得上

個世紀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信誓旦旦地向香港人保
証： 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生活方式一成不改，
「馬照跑、舞照跳」 ，每屆5 年，香港市民自己出
來投票選舉自己心儀的香港特首。因為是 「一國
兩制」 的承諾，北京中央政府是決不插手擾與，
全然給港人自由發聲的機會及權利。

「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 。共產黨
的承諾言猶在耳，不過眼見2019 、2020 接連發
生的政治風波，被香港民主派人士崛起，幾乎奪
走香港大半壁江山；因而北京政府立刻插手香港
事務，通過人大常委會，趕走民主派，不讓具有
民主自由意志的港人參選。又安插 「國安法」 強
行在香港設立，因此 在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歷史
上，首次出現 「一匹馬大賽」 ，讓 「武將」 李家
超單獨出賽，明天5 月8 號正式開閘來跑真馬，給
欽點出來的1400 多位香港政商界人仕來投票。

明天雖說是一匹馬來現跑，但也未必是 「贏
硬」 ，因為也有機會噴鼻血而停步，又或踩氹斷
腳（在香港馬會上全部發生過！）。但是此番唯
一後選人的李家超之 「超哥大賽」 ，邊有得唔贏

？
雖然一隻馬跑，但超哥完全當 「真」 一樣來

操，有齊顧問團、主席團、競選辦，公關策略也
有專人負責。

所以，大家由他開始宣布參選到第二、三日
，已見明顯變化，尤其笑容，因為超哥先前形象
絕對古樸嚴肅，真的是 「唧都唔笑」 ，成個做大
Sir咁款，當然可以嚇窒三山五嶽古惑仔。但是競
選特首乃政客行為，一定要討好全港市民，所以
，一亮相就要笑！唔識？關埋門由專人教到他識
做為止。

此外，心態上一定要是 「面對全港市民」 ，
千祈咪穿崩變 「搞掂班選委就掂」 。故此，掛在
口邊，一定要大團結，為全港市民服務，尤其關
顧弱勢社群，探訪劏房戶乃指定動作。其實智囊
應該教佢跟埋明哥去香港深水埗探露宿者及派飯
，咁就更是理想，畫面一在電視及報章出現，超
哥形象立即加分！

幸而香港公關高手都有提點 「超哥」 ，學做
香港最後港督肥彭最拿手一招，去巡邏草根地點

，包括街市。肥彭乃資深政客，慣技係見到乜街
坊飲品食物都 「隊」 入口，包括涼茶及蛋撻。呢
方面，超哥略遜，只表示喜歡食牛雜。其實他應
該向着鏡頭 「隊」 幾粒雞蛋仔、缽仔糕及灌杯雞
骨草落口就更理想。

在香港搞選舉、搞親民，就是要做香港平民
日日做的事，以示We are same same。

所以，林鄭月娥選舉工程之所以認真失敗，
就是她竟然連香港八達通卡都唔識用，連買廁紙
都唔識點買及去哪星才買到。

我哋冇得選特首，但日日見超哥左撲右撲，
「真嘅一樣」 咁去操，OK啦吓嘛，又唔係佢想一
個人跑嘅，無謂怪佢嘞。

今次超哥最特別為個個商會都親身拜訪，連
漁民團體聯會都去，獨冇去地產建設商會，大家
唔使問點解，心照！

今日沙田跑十場，周三冚旗之潘頓，將配合
告東尼齊齊開飯！騎三隻告廄馬 「樂滿貫」 、
「合夥雄心」 、 「加州威勝」 ，必有皇者興！又
或連珠爆發！｜超哥贏硬賽事，認真跑就是！

((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 超哥必勝不會輸超哥必勝不會輸 楊楚楓楊楚楓

華盛中文學校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盛中文學校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
設立華盛慈善獎學金設立華盛慈善獎學金

世界名人網訊 五月的休斯敦
陽光明媚，中國人活動中心開啟了
新的征程。自2020年的疫情席卷
全球，各行各業均疲軟不堪，地球
人的生活在兩年抗疫中發生了許多
變化，其中也包括教育行業，大多
數學校改變了經營模式。2022年4

月28日，在大休斯敦地區服務了
20多年的華盛中文學校結束了現
場教學，並且捐贈20余萬元存款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設立了華盛慈善
獎學金，以此鼓勵華裔青少年在美
國刻苦用功，奮發向上，給優異學
子以獎勵，為貧困孩子提供學習上

升空間。
華盛理事長林昕提到，多年來

從事華文教學，很多孩子從小學開
始學習中文，看著他們一個字一個
字地學，轉眼就進了大學，畢業後
憑借雙語優勢，在職場備受各行各
業青睞，做老師的看了格外欣慰；

在此特殊時期，學校雖然
結束了，中文教育的精神
不能抹滅，華盛慈善獎學
金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
心的管理下，將繼續每年
評選優異學子，並於每年
九月間中國人活動中心年
度晚宴上頒發，屆時敬請
同胞們相互轉告並申請。
中國人活動中心新任執行
長方一川博士說：我們一
定用好每一分獎學金，確
定落實到位，不辜負華盛
中文學校對中國人活動中
心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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