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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日內瓦27日綜合外
電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
高級官員今天表示，在非猴痘流
行國家控制這種地方性流行病是
首要之務，透過快速採取行動，
可以達此目標。

路透社報導，猴痘通常是輕
微的病毒感染，是非洲國家的地
方性流行病，但在歐洲及美國不
是，如今猴痘傳播到歐美國家已
引發關注。迄今已在約20個以往
猴痘並未出現的國家，發現逾200

起確診或疑似病例。
在世衛年度大會上，世衛全

球傳染病危害預防部門負責人布
里安（Sylvie Briand）對會員國進
行專門簡報時指出： 「我們認為
，如果現在就採取正確措施，我
們可以輕易防堵（猴痘）疫情。
」

她強調，防止猴痘疫情進一
步傳播的機會存在，籲請公眾不
要擔心，因為猴痘的傳播速度比
冠狀病毒等其他病毒慢上許多。

WHOWHO：：若迅速採取行動若迅速採取行動 猴痘疫情可控制猴痘疫情可控制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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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缺了空了缺了空了----嬰兒奶粉短缺引發民怨白宮難辭其咎嬰兒奶粉短缺引發民怨白宮難辭其咎

（綜合報道）三個月前擅自赴烏參戰的韓
國海軍特種部隊退役大尉、網紅博主“大尉李
根”當天上午因傷回國，其表示自己雙膝十字
韌帶撕裂，需回國進行手術治療。

李根回國，也意味著韓國警方將開始對其
進行涉嫌違反韓國《護照法》的調查。報導稱
，李根在機場入境前已被警方問詢，並被下達
了限制出境令，首爾警方稱正式調查展開將視
其傷情而定。

對此，李根表示將積極配合調查並接受處
罰。他還聲稱自己拒絕了烏方的入籍提議，認
為取得烏克蘭公民身份有逃避韓國法律處罰之
嫌，稱“韓國人”的身份認同對他來說更重要
。

綜合韓媒報導，李根前一晚從波蘭華沙出
發，於（27日）7點半抵達首爾仁川國際機場
。兩個小時後，完成新冠檢測程序的他出現在
機場大廳，走路有些跛腳，不時需要同伴攙扶
。

李根解釋自己回國的原因稱，他在烏克蘭

作戰中負傷，“雙膝十字韌帶撕裂，半月板破
損，外側副韌帶撕裂”。 5月中旬，經紀人曾
替其在社媒宣布，李根在烏克蘭南部指揮特殊
偵察任務時受傷，隨後被送往烏克蘭陸軍醫院
接受了為期兩週的治療。

李根表示由於當地醫院手術能力不足，自
己被建議在烏克蘭以外的地區求醫，因此做出
回國接受手術治療的決定。但對於受傷原因，
他沒有做出進一步說明，“無法解釋是怎麼受
傷的，以後再告訴您。”

報導稱，因被指控未經韓國政府許可進入
了禁止旅行地區，涉嫌違反韓國《護照法》，
李根剛入境就在機場遭到韓國警方調查問詢。
檢查過他的傷勢後，警方對其立刻下達了限制
出境令，下一步計劃根據他的治療進展和健康
狀況再安排後續調查。

首爾警察廳透露，他們已對此前和李根一
起赴烏隨後於3月回國的另外4人展開調查，並
於4月初將案件移交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有
同樣違法嫌疑的李根也將經過傳喚調查後移交

檢察機關，他們或被
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1千萬韓元以下

罰款，也有可能會受到“護照無效”等行政制
裁。

此前曾有消息稱烏克蘭國防部長官通過駐
韓烏克蘭大使館請求韓國政府對李根“妥善處
理”，韓國警方對此回應稱，“沒有收到所傳
達的信息，這是法院要判斷的問題。”

李根表示隔離一周後將積極配合警方調查
並接受處罰。他還補充稱自己拒絕了烏方的入
籍提議，“因為承擔了很多任務，所以烏克蘭
方面說會給予公民權、土地和很多福利待遇，
但我沒有接受。因為我是韓國人，我認為比起
逃避審判，身份認同很重要。”

李根上週接受烏克蘭媒體採訪時曾談到回
國後將要面臨的調查，他透露稱自己已經選好
律師，但仍面臨入獄的風險，希望從烏克蘭政
府處尋求的請願書能對韓國法庭的裁決有所幫
助。

當時他還痛批韓國法律“很奇怪”，不理
解自己只是參加戰爭，怎麼回國時就有可能在
機場遭到逮捕。儘管如此，他仍認為自己前往

烏克蘭是正確的決定，慶幸能與烏克蘭人並肩
作戰。

在機場被問及參戰感想時，李根也強調了
這一點，他回答稱自己不是去打仗的，而是為
了“保護人”才去的，“如果基輔被‘佔領’
，整個烏克蘭都可能會崩潰，所以我一到那兒
就迅速組織了隊伍，被安排的都是最前線的重
要任務。”

他還宣稱自己在戰場上看到了許多“戰爭
罪行”，第一次執行任務時就目睹了平民司機
被俄羅斯士兵開槍擊中的情景，這讓他心情非
常不好，“看到這些，我覺得自己決定參戰的
選擇做得很正確。”

但過去3個月裡，李根赴烏參戰一事在韓
國國內引發諸多爭議，有輿論認為他在“作秀
”。

對此，李根表示，他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並且表示希望盡快返回烏克蘭繼續作戰，
“我還有烏克蘭軍隊成員的身份，不是徹底回
國了的意思，我只是為了接受治療才回來的。
現在戰爭還沒有結束，所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還想回烏克蘭參戰。”

最近全美名地超商市場出現了極為罕見的場景:嚴重缺乏嬰兒配方奶粉。許多販賣嬰兒配方
奶粉的櫃檯上空無一物,只能讓前往購買的人望”櫃” 興嘆, 掃興而歸。這讓人想起在疫情嚴重
期間,因貨品供應鏈出了問題而曾發生過衛生紙缺貨的窘境, 不過由於嬰兒奶粉關乎小孩身體健康
與生命安全, 我們當然不能等閒視之, 白宮應負起責任來,立刻想出對策與解決之道,才能安憮母親
們焦慮之心。

這一次嬰兒奶粉短缺導因於2月中旬2名嬰兒疑似食用了美國奶粉製造商亞培公司（Abbott
Nutrition）生產的配方奶粉後不幸過世，美國食品監管機構FDA因懷疑亞培工廠生產線受細菌
污染，下令關閉生產,該公司為安全起見,宣布自願召回所有已上市之產品, 並立即關閉位於密西
根的工廠，儘管後來檢驗出該公司的奶粉並未含毒素, 但遲遲未能恢復生產, 所以造成嬰兒奶粉
嚴重不足，為了解決慌亂, 白宮特別援引”國防生產法”, 啟動軍方計畫, 由美國空軍運輸機緊急
從歐洲運來150萬罐應急，但由於數量不足只能先交給醫院和衛生機構緊急使用,換言之,一般市
面上依然買不到嬰兒配方奶粉, 白宮若不從根本的生產線以及擴大開放歐洲供應鏈去解決問題,
必將給美國的嬰兒帶來長久的健康危機。

當然也有人認為使母乳餵養嬰兒也是一種理想方式，但卻也是最困難的一種, 醫學專家表示
母乳餵養會讓母親帶來乳房脹痛疼痛與乳頭皸裂痛,而且因每兩到三小時餵食而會疲憊, 尤其是對
於職業婦女而言, 工作環境的不允許才是造成無法以母乳餵養嬰兒的主因 , 所以最好的方是讓母
親能夠通過更好的產假和工作場所提供的托兒服務來母乳喂養嬰兒，這樣她們就可以在休息時
間哺乳。

世界衛生組織早些年前曾經發起過“母乳餵養是最好的”運動——敦促婦女在生產後至少
進行6個月的純母乳餵養。如今世衛組織又建議母親在小孩出生後一小時內開始母乳餵養，並在
6個月內繼續純母乳餵養,直到孩子2歲或更大, 不過顯然沒有受到重視,如今在配方奶粉稀缺的情
況下，如何以母乳餵養嬰兒觸及了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對女性進行母乳餵養的壓力。這原本是一
種自由選擇，但卻變成了一種社會壓力，導致那些不選擇這樣做的母親感覺自己像個壞媽媽，
這種感覺必定進一步導致母親心理健康問題，如極度焦慮和抑鬱,所以母乳餵養並不能真正解決
嬰兒配方奶粉短缺的問題,FDA 應擴大放寬各國奶粉的進口管制,使美國消費者擁有更多的選擇，
這當然也是解決嬰兒奶粉荒的一個治標之法了！

擅自赴烏參戰網紅李根回國治療擅自赴烏參戰網紅李根回國治療，，入境前就被警方攔下調查入境前就被警方攔下調查



8888比比1212！！世衛大會通過決議世衛大會通過決議
譴責俄襲擊衛生設施譴責俄襲擊衛生設施，，並暫停在俄活動並暫停在俄活動

【綜合報道】第７５屆衛生大會開幕，會議將持續到５月２８日，這是自２０１９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開始以來，第一次面對面召開世衛大會。此次大會的主題是: 以健康促
和平，以和平促健康。

在這次大會上，俄羅斯再次成為主要議題。 ５月２７日，烏克蘭和包括美國在內的
50個國家，以及幾乎所有歐盟國家共同提出一項涉俄決議，該決議以88票贊成、12票
反對、53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

該決議主要是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包括對衛生設施的襲擊，要求俄羅
斯聯邦立即停止對醫院和其他醫療設施的任何襲擊。世衛組織稱，在俄烏戰爭期間，世
衛組織醫療保健系統記錄了至少達２５６次襲擊醫院和其他醫療設施事件，造成７５人
死亡，５９人受傷。

此前有消息稱俄羅斯要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俄羅斯外交部５月２５日表示，不存在
俄羅斯退出世衛組織的可能性，沒有人說要關閉世界衛生組織駐俄羅斯辦事處。但這項
決議案文中有一條，是世衛組織歐洲辦事處提出的請求，暫停該組織在俄羅斯境內舉行
會議、研討會、技術會議和大會，相當於關閉了世界衛生組織駐俄羅斯辦事處。

很明顯，烏克蘭、美國以及歐盟國家提出這種決議，是為了給俄羅斯在戰場上增添
束縛，同時給俄羅斯施加壓力。戰爭中造成意外傷亡無法避免，俄羅斯沒有必要襲擊醫
療衛生設施，戰爭中主要打擊目標一定是敵方重要軍事設施。

事實上，俄羅斯在這場對烏克蘭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中已經極為克制了，在常規軍
事力量上，俄羅斯並不遜色美國多少，如果按照美國對外戰爭時的做法，出動大量軍機
轟炸，那麼烏克蘭已經成了一篇焦土，而不是現在僵持的局面。

從九十年代至今，美國對外發動或者參與了多次戰爭，１９９１年美國為了石油掌
控權，介入海灣戰爭，在伊拉克南部地區投放了大約３００噸貧鈾彈，造成了當地惡性
腫瘤、白血病等疑難雜症發病率高於正常水平的３．６倍，孕婦流產率更是原先的十倍
有餘。

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戰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沒有得到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對南
聯盟進行了長達７８天的狂轟濫炸，當時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也遭到波及
。 ２００１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將原本美麗富饒的阿富汗炸成了一片廢墟，直到
２０２１年才全部撤離。 ２００３年，美國以伊拉克境內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
，對伊拉克發動了第二次海灣戰爭，同樣也沒有獲得聯合國授權，最終也沒能在伊拉克
境內找到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２０１１年，為了控制世界石油資源，加強美元霸
權，美國參與了敘利亞戰爭。

在這些美國參與的戰爭中，未見有任何國際組織出來譴責制止，戰爭中造成的無辜
者傷亡也遠高於俄烏戰爭。另外，在俄烏戰爭的同一天，美國對索馬里發動了空襲，但
是當天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只看到俄羅斯宣布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而沒有看
到世界上另外一個角落冒出的硝煙。

這次大會期間，俄羅斯和敘利亞也提出一項替代性決議，俄羅斯是主導戰爭的一方
，敘利亞曾經遭受過這種苦難，提出的方案必然具有可行性，但以66票反對、15票贊成
、70票棄權的投票結果否決。國際組織應該站在更高角度上處理問題，如果成了某些國
家利用規則攻擊其他國家的工具，只會造成自身公信力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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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地

要聞

不愿意继续卖淫的未成年人香香（化名）被男朋

友李某殴打后，偷偷跑到公安机关报了案。接到报案

后，公安机关突击检查了香香提到的宾馆，当场抓获

5名卖淫人员、3名嫖客。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成功挖出一个组织卖淫团伙

。经查，自2019年以来，以鲁某为首的组织卖淫团伙

采取纠集、容留等手段，组织包括两名未成年人在内

的20余人，在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多家快捷酒店内从

事卖淫活动；钱某、孙某、张某、葛某按照鲁某的安

排，通过发放招嫖卡片、发送微信招嫖消息、接送招

嫖人员等方式从旁协助。

2019年9月27日，公安机关以鲁某等5人涉嫌组

织卖淫罪向文峰区检察院提请逮捕。在检察机关讯问

时，鲁某始终坚称自己并未组织卖淫，仅是帮忙介绍

。通过审查证人证言，案件承办检察官胡秀娟发现鲁

某等人是通过微信安排卖淫活动的，立即引导公安机

关从依法扣押的手机中提取相关信息，并调取案发现

场周边的监控。

检察机关经自行补充侦查，用客观证据突破了鲁

某的心理防线。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进入了胡秀娟

的视野——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她发现鲁某的丈夫史

某也参与了组织、控制多名女性实施卖淫活动，涉嫌

组织卖淫罪。

在固定交易明细等证据时，鲁某与李某的金钱往

来引起了胡秀娟的注意。多番查证下，李某介绍两名

未成年女性、一名成年女性卖淫的事实也浮出水面。

基于已有证据，检察机关立即督促公安机关尽快追捕

史某和李某这两名漏犯。

2020年5月19日，文峰区检察院对鲁某、史某等7

人分别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对李某

以涉嫌介绍卖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鲁某等人控制20余人卖淫，其中

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作案时间持续8个月，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影响恶劣，

必须予以严惩。

“鲁某、史某等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358条第1款

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我们依法提出了从重处罚

的量刑建议。”胡秀娟表示，对组织、强迫、引诱、

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等涉黄违法犯罪活动，检察

机关、公安机关、法院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了解到，2021

年，检察机关在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

未成年人卖淫犯罪案件中追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

追诉遗漏犯罪及同案犯400余人，深挖彻查每一起案

件线索已成办案常态。

2020年11月24日，此案一审宣判，法院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鲁某、史某因犯组织卖淫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00万元；钱某、孙

某、张某、葛某因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至二年不等，各并处罚金；李某因犯介绍

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记者了解到，虽然司法机关对组织、强迫、引诱

、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然而

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的组织、强

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犯罪案件中，涉及到未成

年人的案件也占一定比重。

“鲁某、史某组织卖淫案中，涉案宾馆存在不核

实旅客信息且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入住的情况，为犯罪

分子组织卖淫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胡秀娟认为，

这一安全漏洞必须堵上。

很快，文峰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制发了检察建议

，并配合公安机关对辖区旅馆业、私人影院、洗浴中

心等住宿经营场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

。通过对116家旅馆进行拉网式排查，公安机关向违

规接纳未成年人入住的25家旅馆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对13家旅馆作出罚款处理决定，关停未办理营业执照

的家庭式旅馆30余家。

“我们还对辖区旅馆经营者进行了关于旅馆业治

安管理办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集中学习

培训，并当场送达风险提示函。”胡秀娟告诉记者，

近期他们在回访中发现，辖区旅馆均按照要求张贴了

入住提示牌和违法经营举报电话。今年1月至4月发生

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发现涉及旅馆业的违法

经营行为。

组织未成年人卖淫，两主犯获刑
25家旅馆被责令整改

网络主播和女嘉宾通过直播

交友的方式，一唱一和“忽悠”

直播间里的男嘉宾，以“相亲交

友”的名义不断欺骗被害人刷礼

物。近日，因涉嫌诈骗罪，网络

主播孙某被浙江省嘉善县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

33岁的小姜在嘉善从事人力资

源工作，2021年12月5日晚，单身

的他闲来无事打开了某交友软件，

进入了主播昵称为“完美约会”的

网络直播间。

直播间里有一男一女，男主播

是“红娘”，女嘉宾则是相亲的主

角。“小伙子是来相亲的吗？看看

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有没有眼缘？

”男主播一见小姜进入直播间，立

马热情地招呼起来。

而这恰巧说到了小姜的心坎上

。他一直想找个女朋友，当下觉得

这是个机会，便在男主播的引导下

与女嘉宾攀谈起来。随着聊天的不

断深入，小姜发现女嘉宾和自己的

情况非常相似，都是离异带小孩，

对感情、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也都很一致，不禁暗自欣喜：缘分

来了。

见二人感情升温，男主播便开

始鼓动小姜给女嘉宾刷礼物，借此

表达爱意。从5.9元的“一见倾心”

，到520元的“丘比特之恋”，再

到1888.8元的“爱情城堡”……礼

物的价格越来越高，男主播称这是

平台的正常相亲流程。

起初，手头并不宽裕的小姜有

些犹豫，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男主

播告诉小姜，等直播结束后，就会

安排其与女嘉宾线下见面，到时候

刷礼物的费用会退还给他70%。小

姜信以为真，为了爱情豁出去了，

短短一晚就给女嘉宾刷了十几次礼

物，总计1万余元。

直播结束后，小姜顺利加上了

女嘉宾的微信。可是，当小姜想进

一步与女嘉宾发展恋爱关系时，对

方却以他“太烦人”为由，直接把

他拉黑了。线下见面一场空，男主

播承诺返还的礼物钱也没了下文，

这时，小姜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立即向警方报案。

事实上，直播间里的女嘉宾胡

某（已被取保候审）已婚已育，并

非真正来相亲，而是事先和男主播

孙某串通，从像小姜这样的单身男

性身上骗取钱财。直播时，二人一

问一答积极配合，想方设法迎合男

嘉宾，让男嘉宾有一种投缘的错觉

，从而让其上钩，刷更多礼物讨女

嘉宾欢心，希望最终

“抱得美人归”。

据孙某交代，他

有一个微信群，群里

还有多名主播和女嘉

宾，专门用于对单身

男性实施直播相亲诈

骗。当主播准备开播

时，会在群里问哪个

女嘉宾有空，随后二

人配合，骗刷礼物。

为防止男嘉宾在发现

被骗后向平台举报导

致主播账号被封，主

播们常常要求女嘉宾

先加上男嘉宾的微信

，假意安抚一段时间

。

经调查，男嘉宾

为刷礼物支付的费用

中大部分归直播平台

所有，其余的主要归

主播，只有一小部分

进入女嘉宾的账户。

一般情况下，主播私

下会分给女嘉宾一定

比例的好处费。

2022 年 3 月 4 日

，正在直播的孙某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

获。4月 7日，孙某

因涉嫌诈骗罪被嘉

善县检察院依法批

准逮捕。

与此同时，该院

通过自行补充侦查，

对扣押的犯罪嫌疑人

手机中微信聊天记录

、通话记录、银行转

账记录等深入分析研

判、逐一筛查比对，

最终挖出孙某背后的

同行及女嘉宾200余

人。4月14日，该院

对其中有管辖权的9

人进行立案监督，并

将在后续案件跟进引

导侦查。

办案检察官发

现，案件暴露出某

交友平台对直播间的监管存在漏

洞。为此，该院向某交友平台制

发检察建议，要求其严格落实用

户注册、主播管理、举报受理等

管理制度，切实加强网络直播行

业正面引导和规范管理，保护广

大网民的合法权益，防止类似的

诈骗事件再次发生。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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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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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國家已北約國家已決定決定，，不再對烏克蘭提供先進武器不再對烏克蘭提供先進武器
【綜合報道】美國國防部四天前發布的公告顯示，當天防戰奧斯汀在第二次烏克蘭聯絡小組會議結

束時對記者宣布，現階段全球已經有20個國家宣布了他們新的對烏安全援助計劃，美國並未公佈這20個
國家的具體名字，但表示他們將聯合起來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火砲彈藥、海岸防禦系統、坦克和其他
裝甲車輛等物資對抗俄軍。該消息讓烏克蘭媒體頗為振奮，這意味著對烏援助的國家已經升級到衝突開
始後的4倍，前提是美國的言論屬實的話。

消息稱，五角大樓還告訴烏克蘭，丹麥已經表示同意向烏提供魚叉發射器和導彈，捷克也將宣布向
烏克蘭提供包括武裝直升機、坦克和火箭系統，只是目前還沒有兌現。但就在這次會議結束的兩天后，
烏東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俄軍攻占了北頓涅茨克河上的城市紅利曼，切斷盧甘斯克最後一塊區域北頓涅
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的大部分補給，這裡的守軍有被包圍全殲的風險。如果兩座城市被佔領，俄軍就完全
拿下了盧甘斯克州。

就在此時德媒還宣布了一條更不利的消息：德國之聲援引德新社的消息人士稱，北約成員國已在私
下同意在俄烏衝突期間，不會向烏克蘭提供包括坦克、飛機在內的特定武器。目前這些國家已經達成了
一份非正式協議，幾乎所有的先進武器都在這份排除名單中，每個國家都必須“自覺遵守”；該消息曝
光的同時，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還在要求西方國家提供更多重武器，例如坦克和噴氣式飛機
，現在來看希望不大了。

至於為何會做出該決定，消息人士稱主要是“防止俄羅斯採取報復措施”，也就是為援助降溫。在
這之前波蘭等東歐國家已經向烏克蘭送去了大批坦克、裝甲車，美國也送去了11架直升機和很多步兵車
輛，尚不知道這些國家是否會停止援助。現在有人懷疑認為，北約已經有了放棄烏克蘭的打算，因為向
他們運送如此大量的補給並沒有起到太多作用，還增加了和俄羅斯開戰的風險，所以不排除北約後續轉
向援助烏克蘭彈藥、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為主的時代。

烏克蘭國內媒體稱，在國防部於本月中旬進行了大動員後，武器面臨著巨大的缺口，未來幾個月大
約會有數十萬的新增部隊，他們急需得到西方援助。恰在此時北約開會決定斷絕烏克蘭的先進武器供應
，這讓他們幾乎失去希望。不過也有網友評論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國家一開始也沒有期望烏克蘭能贏
，他們只是要想盡辦法削弱俄羅斯而已，現在削弱的目的即將達到，讓烏克蘭人用一些‘簡陋裝備’象
徵性抵抗俄羅斯就已經足夠了。”

塞內加爾醫院發生恐怖大火塞內加爾醫院發生恐怖大火,,1111名新生兒在大火中喪生名新生兒在大火中喪生
(綜合報道）塞內加爾一家醫院新生兒病房發生火災，11名新生兒死亡。塞內加爾總統麥基•薩爾

證實了這起悲劇。
薩爾在社交軟件上寫道：“我剛剛痛苦而驚愕地獲悉，蒂瓦瓦瓦尼Mame Abdou Aziz Sy Dabakh醫

院新生兒科發生火災，導致11名新生兒死亡。”
正在安哥拉進行國事訪問的他補充道：“我向他們的母親和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塞內加爾衛生部長阿卜杜拉耶•迪烏夫•薩爾在塞內加爾私人電視台TFM上表示，“根據初步調查

，是短路引發了火災”。他正在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將縮短行程，立即返回塞內加爾。
蒂瓦瓦瓦尼，是塞內加爾一個交通樞紐。市長德姆巴•迪奧普•西表示，警方和消防部門仍在醫院

，但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
據市長介紹，三名嬰兒已從大火中獲救。當地媒體報導稱，Mame Abdou Aziz Sy Dabakh醫院竣工

投入使用並不久。
蒂瓦瓦瓦尼的悲劇，發生在塞內加爾公共衛生設施出現幾起事故之後。在塞內加爾，城市和農村地

區在醫療服務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4月下旬，北部城鎮林蓋爾發生了類似事件，一家醫院發生火災，4名新生兒死亡。該鎮市長稱，產

科病房的空調發生電氣故障。
反對黨議員馬馬杜•拉明•迪亞洛，提到了4月份發生的悲劇，當時他抨擊了總統薩爾，並@了他

。 “更多的嬰兒在公立醫院被燒傷……這是不能接受的@MackySall，”他26日在社交軟件上寫道。
“我們向他們表示哀悼，和他們的家人一起承受這一切。”

去年，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邦達拉區總醫院發生大火，造成10名新生兒死亡。其中三到四名嬰兒在
大火中死亡，其餘嬰兒因氧氣供應中斷而窒息死亡。工作人員從新生兒護理室救出了七個小孩，但在救
出剩下的十個之前，他們被大火給阻攔了。



歐洲能源轉型：
雄心能否敵過困難

近日，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歐
盟將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與應對氣候
變化結合在壹起，推出了REPowerEU
計劃。歐盟希望通過供應多元化、節
約能源以及加速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在2030年前逐步擺脫對俄邏斯能源的
依賴。不過，從目前看歐盟在能源轉
型過程中還面臨資金、市場和供應鏈
等壹系列難題。

擺脫化石能源依賴是關鍵
歐盟認為，改造歐洲能源系統具

有雙重緊迫性，首先是要結束對俄邏
斯化石燃料的依賴。俄邏斯化石燃料
每年花費歐洲納稅人近 1000 億歐元
。85%的歐洲人認為，歐盟應盡快
減少對俄邏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
。此前，歐盟已經對俄邏斯實施了
5 輪範圍廣泛的壹攬子制裁措施。
反過來，歐盟也不得不作好俄邏斯斷

供能源的準備。
其次是積極應對氣候危機。作為

全球氣候政策的先鋒，歐洲綠色協議
也是歐盟的長期增長計劃，旨在到
2050年使歐洲實現氣候中和。歐盟作
出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到2030
年將溫室氣體凈排放量與1990年的水
平相比至少減少55%。為實現這壹目
標，歐盟於 2021 年 7 月提出了“fit
for 55”的壹攬子立法，其中包括到
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至40%
，能源效率提高9%等。

作為對俄烏沖突造成的困難和全球
能源市場混亂的回應，歐盟把上述兩項
任務有機結合在壹起，推出了 RE-
PowerEU計劃。歐盟實際上不僅僅要擺
脫對俄邏斯的依賴，更是要借此機會撤
底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進而實現真
正的能源獨立。歐盟為此提出到2030年
可再生能源的總體目標從40%提高到

45%，降低能耗目標從9%提高到13%
，實現綠氫自產1000萬噸和進口1000
萬噸，生物甲烷產量提高到350億立方
米等壹系列新目標。

能源轉型需要投入巨額資金
歐盟委員會預計，從現在到2027

年，實現REPowerEU目標需要額外投
資2100億歐元。但在通貨膨脹加居、經
濟增長乏力的現實情況下，這筆巨額資
金從何而來，實際上還有很大的不確定
性。歐盟委員會只是籠統地表示，復蘇
和恢復基金(RRF)將是REPowerEU計劃
的核心。

歐盟希望成員國用現有基金進行投
入，並將這些項目納入後疫情時代的重
振計劃中。總額6725億歐元的RRF可
為各成員國提供2250億歐元的貸款額度
，但各成員國對RRF的態度不壹。例如
此前意大利申請了1915億歐元，而德國
只申請了256億歐元。

目前，歐盟委員會明確的新增投入
只有200億歐元，計劃通過拍賣額外的
排放交易(ETS)證書來獲得，但這壹建議

也有反對的聲音。歐洲議會議員、綠黨
氣候和工業政策發言人邁克爾·布洛斯批
評稱：“釋放碳風暴以資助壹攬子計劃
不是我們的目標”在排放交易中額外出
售數百萬噸二氧化碳指標意味著更多的
碳排放。

其余的資金來源，例如多年度材
務框架(MFF)下投資可再生能源、氫
能和基礎設施的項目資金，乃至共同
農業政策中可轉移的部分資金等，只
不過換了統計方式而已。因此，RE-
PowerEU計劃最後實施效果可能將取
抉於各成員國願意為此投入資金的力
度。

市場競爭抉定發展速度
歐盟認為，節約能源是解抉當前能

源危機和減少能源開支的最快和最便宜
的方法。歐盟委員會提議加強長期能源
效率措施，包括將具有約束力的能源效
率目標從9%提高到13%。如何實現這
壹目標，各國面臨嚴峻挑戰。以家庭節
能和更換供暖系統為例，德國近4000萬
護家庭，卻只有約800名能源顧問。為

了實現65%的可再生供暖目標，德國每
年需要建造70萬至80萬個熱泵，因此
，相關專業人員的短缺顯然是個難題。

在加速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歐盟
希望到2030年實現綠氫自產1000萬噸
和進口1000萬噸的目標。對此，業界的
壓力很大。歐洲目前的能源價格在全球
範圍內都是比較高的，用可再生能源會
進壹步增加在歐洲生產綠氫的成本。價
格如果太高，產量就會受限。進口綠氫
方面，歐盟雖然計劃在地中海和北海開
發氫走廊，但氫的大規模遠距離運輸技
術還未成熟。與液化天然氣的溫度(
約 -160℃ ) 相 比 ， 液 化 氫 的 溫 度 (
約-253℃)要低得多，因此運輸時的技
術要求更苛刻。

此外，歐盟委員會建議到2025年將
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翻壹番，到2030年
安裝600吉瓦。為了扶持歐洲的太陽能
產業，保持和重新獲得太陽能領域的技
術和工業領先地位，歐盟抉定成立“歐
盟太陽能產業聯盟”，希望在能源轉型
過程中，歐洲企業能占據壹定的市場地
位。

金磚國家共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合作
綜合報導 金磚國家工業互聯網與數字制造

發展論壇5月23日到24日在廈門舉行。金磚國
家工業主管部門、國際組織的負責人，金磚國家
駐華大使及知名企業代表約300人以線上線下的
方式慘與。

此次論壇以“把握工業互聯網發展機遇，攜
手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為主題，務實推動金磚
國家在工業互聯網、數字化轉型領域合作，進壹步
夯實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系，促進共同實現
技術進步、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

，新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
圖、重塑經濟結構。不少與會代表認為，隨著第四
次工業革命深入推進，實體經濟加快向數字化、網
酪化和智能化演進升級，工業互聯網蓬勃發展、創
新活躍，將推動制造業全面變革創新，為制造業高
質量發展註入新動能。

“工業互聯網為全球各國實現綠色復蘇和持續
發展提供了共同機遇和技術動力，制造業的數字化
轉型也已成為了世界各國推動經濟增長、保持競爭
優勢的戰略共識和關鍵抓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TCL董事長李東生表示，未來願與廣大業內企業

加強合作，共同把握全球經濟格局調整與中國制造
業發展的重大機遇，加強科技創新。

作為本次論壇的重要標誌性成果，《金磚國家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合作倡議》在論壇上發布。該倡
議從凝聚數字化發展共識、建設通達數字基礎設施
、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共建開放協同新生態、
構建多邊國際合作機制等十個方面，推動金磚國家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合作。

“作為新壹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工業經濟深度融
合的新型基礎設施應用模式和工業生態，工業互聯
網通過對人、機、物、系統等全面連接，構建起覆

蓋全產業鏈、全價值鏈服務體系，為金磚各國的制
造業轉型升級提供了現實路徑。”中國工業互聯網
研究院院長魯春叢說，金磚國家對發展工業互聯網
、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有很大的需求，前景非常
廣闊。

魯春叢提出，結合金磚各國的產業實際和數字
化轉型的需求，鼓勵各成員國構建合作夥伴關系，
構建數字化轉型的賦能平臺，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
發展，挖掘數據要素的潛力，培育數據驅動的新模
式、新業態、新產品，共同提升數字技術的應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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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要聞

当你羡慕别人的婚姻很幸福时，不如多

想想别人的婚姻为什么经营得如此之好？有

时候，懂得知足和爱自己的女人才能在婚姻

里收获幸福。

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不愿意结婚，刷视

频的时候，总会看到高赞留言说：“又是恐

婚的一天……”

热播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被人民网点

评，说是贩卖焦虑。尽管如此，很多评论都

说这个剧拍得很真实，有的甚至说现实生活

远比这个残酷。

还有的高赞留言说：“说什么贩卖焦虑

，他们只是怕更多女孩子看完这部剧就不想

结婚，不想生孩子罢了……”

其实我更觉得人民网点评的初衷是好的

，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各种自媒体也应运

而生，很多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抓住人们的

痛点无限地放大。

以前离婚觉得是羞耻的，大家都会有意

遮遮掩掩，而现今社会，感觉离婚就差不是

“光宗耀祖”的事儿，非得发个朋友圈晒晒

，或者拍个抖音秀秀，再或者办场仪式纪念

。这些都离不开媒体的肆意渲染，各种鸡汤

奉劝女性过不了就离，各种段子拍离婚后多

幸福。

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的境

遇都不一样，一个成年人，不应该被鸡汤蒙

蔽，更不能被无限放大的不幸吓退。

婚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有人终极一生

也无法参透，所以一定要看透婚姻的本质，

其实婚姻和谁过最终都是和自己过，所以婚

姻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

喜欢抖音上有这样一段话：生活就是自己

哄自己，把自己哄明白了，就什么心结都解决

了，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把期

待降低，把依赖减少，你会过得更好……

因此，婚姻里的这两类女人最幸福。

第一种，知足的女人。

都说知足常乐。然而现实中很多人都不

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要想做到就更难。

电视剧《我们的婚姻》里，董思佳开始

不愿对外承认自己的丈夫是全职爸爸，一直

在刻意地回避这个问题，并一度让自己陷入

焦虑的情绪中，甚至对酒精产生了依赖。

她的人生其实已经很幸福，但她并不满

足现状，正如蒋静说的，她最大的问题就是

，亲手折掉了他的翅膀，却又抱怨他不会飞

。

如果她老公没有辞职

回家带孩子，以他的能力

，完全可以在历史领域发

光发热，但他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太太“董总”。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

人，包括你自己也不可能

是完美的，我们要发现对

方的闪光点，不能既要别

人照顾孩子又要别人挣钱

养家。

一味地抱怨指责只会

让自己陷入痛苦，幸运的

是董思佳在即将要失去她

拥有的幸福时，突然懂得

了知足的道理。

她的老公确实没有在

经济上给予她安全感，也

没能给她在众人面前炫耀老公的资本。

但她的老公给予了她更多实实在在的帮

助，如果没有她老公全职围着孩子转，她怎

能有足够的精力应对职场。

公司的庆功会上她发表了一段让人为之

动容的演说：“我以前一直以为不能错过的

只有风口，直到要失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还

有更不能错过的东西……我所得到的所有成

就，都源自于你给了我一个坚实、温暖稳定

的家庭。”

一直被忽略的东西，当真的要失去的时

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不知道满足。

《左传》里说过：“人无完人，金无足

赤”。

董思佳最终放下芥蒂，和丈夫李宇文开

始了幸福的生活。

抱怨改变不了任何人任何事，我们要享受

当下的生活，有会挣钱的老公、乖巧可爱的孩

子、健康的身体，这些难道不是幸福吗？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不幸福，只是我们

内心的不满足，学会感恩，懂得知足，才能

收获幸福。

第二种，爱自己的女人。

学会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特别喜

欢一句话，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对于爱自己，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是

接纳自己的缺点，也有人说是停止恐吓自己

，还有人说是理解自己。我更倾向于爱自己

是理解自己，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并

能随心地去完成。

很多女性，知道老公孩子的爱好，却从

未问过自己喜欢什么？

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再贫瘠，我们就

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婚姻》里，沈慧星是一个非常

懂得爱自己的女性，她从结婚开始就清楚地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沈慧星觉得谁主内谁主外只是分工不一

样，而她从毕业就选择全职带孩子，是因为

她觉得她带得比老公好，并且已经规划好了

自己的未来人生方向。

当她觉得陪伴孩子成长的任务完成了，

她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划去走，全职六年后

开始找工作，她所有的决定都是因为自己想

要而去做，并不是现实需要我怎么去做。

蒋静就觉得男人在家打游戏总比出去鬼

混强，并问沈慧星，出轨和打游戏你选哪一

个？而沈慧星就觉得她为什么要在两者都不

好的里面选一。

因为她比蒋静懂得爱自己。

蒋静就从来没有爱过自己，所有的婚姻

生活都是跟随老公的安排，还说出把老公当

老板的论调，但最终也只能以离婚收场。

很多女性全职在家不是选择而是被迫，

因此当被迫全职后很多人会觉得无所适从。

当我们毫无准备地被迫接受一件事情，

我们的内心就会开始抗拒，所以我们一定要

学会爱自己。

沈慧星每次和老公互怼都很有立场，特

别喜欢她怼老公的一句话，“为什么咱俩有

冲突的时候老得我让着你，是不是觉得全世

界的人就得围着你转？”

很多人看完《我们的婚姻》，可能都会

吐槽沈慧星的自以为是和咄咄逼人，但我却

看到了一个闪着万丈光芒的女性。

她活得很自我很洒脱，老公也从不理解

到看到了她的闪光点，而这个闪光点就是她

懂得爱自己。

婚姻，就像钱钟书先生写的，城里的人

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来。

“城外”的人过够了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也过够了饭桌上的一碗一筷以及夜深人静

时的孤独，从而向往城内的温馨和美满。而

“城内”人却将自己的婚姻过得一地鸡毛，

烦躁不堪时难免觉得还是曾经一个人的时候

更洒脱更轻松。

单身的人，有单身的自由和惬意，但也

有单身的寂寞和烦恼；婚内的人，有婚后的

琐碎和疲惫，但也有阖家欢乐的温暖和美好

。不是所有单身的人都向往婚姻，但也不是

所有单身的人能过得洒脱，同样的，不是所

有的婚姻都能和谐美满，但也不是所有的婚

姻都是日子糟心难捱。

无论身处哪个阶段，懂得知足，学会爱

自己，不要比较，用心经营，幸福才能如约

而至。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婚姻幸福的家庭里，一定有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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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八级工”到“新八级工”

“新八级工”是什么？想了解这个概念，要从“老八级工”制
度讲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八级工”制度，按照国家工资制度
改革要求，从一级到八级将技能等级和工资水平相对应，曾在激
发工人积极性、确保按劳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时，

“八级工”是顶级工匠代名词，备受尊敬。
改革开放后，企业职工工资更多地通过绩效来体现，与技能

等级关联度不再紧密。同时，国家对工人进行大规模技能培训，
考虑到当时八级工的区分度并不明显，因此压缩为初、中、高三
个等级。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产业水平提升，国家又在三级基础上
增加技师和高级技师，变成了现行的技术工人五级标准。

如今，即将实施的“新八级工”制度完善了现行五级技能等
级认定，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五级职业
技能等级之下补设“学徒工”，之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
师”，并建立与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新老“八级工”有什么不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刘新昌介绍，

以前的“八级工”是一种薪资等级制度，技能水平与工资待遇相
一致，严格按技术等级标准进行考工定级，但在后续执行过程中
出现了企业制定的技术等级与工资等级不对应的问题。而此次发
布的“新八级工”制度则能更好地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
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

“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
职务职级晋升、评优评奖、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都将比照相应
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人员，
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而首席技师薪酬待遇，可
参照本单位高级管理人员标准或根据实际确定，但不得低于特级
技师薪酬待遇。”刘新昌说。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童天表示，增设特级
技师、首席技师，是顺应产业技术变革和技能人才队伍转型升级
的现实需求而及时作出的制度调整；补设学徒工，则是旨在消除
劳动者职业通道中的“空档”“断档”，是对现行制度的重要调整
和必要补充。“无论是增设‘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还是补设

‘学徒工’，都是进一步提升企业人才选用效率、完善技能劳动者
职业发展通道，以及推动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无缝衔接’的有
效手段，能够让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在企业人才开发和劳动者职业
生涯发展过程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导向性功能。”童天说。

实现“技高者多得”

“从国家层面对技能等级的拓展和调整，往往与经济社会的发
展紧密相连。”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对记者表示。中国

技能劳动者已超过 2亿，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6000万。但从中国
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来看，现有技能人才的总量仍然缺乏。这背
后，存在着“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尚未改变、技能人才培养政
策没有全面落地等问题。“此外，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在纵向晋升上
存在‘天花板’，职业技能水平与使用待遇不能有效结合，使得技
能水平在工资薪酬分配中得不到很好体现。这些都不适应当前高
质量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要。”苏海南说。

“ 《意见》 通过创新改革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现了几个亮
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说。

——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内涵。建立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
相衔接、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相适应，并与使用相结合、与
待遇相匹配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这表明新时代
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不仅是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更是兼顾
培训、使用、待遇等在内的技能人才制度。”刘康说。

——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 （岗位） 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
资制，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意见》明确，引
导用人单位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分配
制度，将职业技能等级作为技能人才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突出
技能人才实际贡献，通过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
工资单元，或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设置单独的技能津贴等方式，合
理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新八级工”制度的出台，让技术工人兴奋不已。
“期待能够更新一下我技能证书上的等级！”中国建筑旗下中

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邹彬告诉记者，“新八级工”制度
让他所在的砌筑行业技能认定有了新台阶。“如果能获评特级技师
甚至是首席技师，对我们砌筑行业技能工人来说将是极大利好。”
邹彬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引导广大劳动者更加重视自身技能水平
的提升，进一步增强参与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意愿，对职业院
校学生和像他这样的广大技能人才而言，也是更明确的发展通
道，激励他们进一步发扬工匠精神。

“技术工人更有奔头了”

“新八级工”制度如何落地？
刘新昌介绍，人社部将指导各地各行业企业稳妥有序地推动

政策落实落地，尤其在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的瓶颈中，要严格标
准、条件和程序，不搞高级技师普遍晋升。对于特级技师评聘工
作也要在工程技术领域先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范围，首席
技师则原则上从特级技师中产生，先行试点，逐步推开。

畅通技能工人发展新通道，不少地方已提前行动。在河南省，早
在去年就已开展技能人才特级技师评价试点，截至目前已评价出特
级技师100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技术能手“领头羊”的作用。在
江苏省，经试点企业遴选推荐、现场评审、社会公示，首批29位特级
技师已于近日正式出炉，这些特级技师全部来自生产、科研和技术
攻关一线。

周士皆就是江苏首批特级技师中的一员。他在连云港港口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港务分公司马腰作业区门机队任电气检验员。“本
来以为高级技师是我们工人技能等级的‘天花板’，现在有了更高
通道，很多工人特别是像我这种工作了几十年的技术工人更有奔
头了。”周世皆难掩激动。

“新八级工”进一步畅通了技术工人成长通道，一线劳动者拍手叫
好。横向看，“新八级工”与其他劳动序列如何衔接？

“‘新八级工’制度的高点如何与其他职业人员发展通道高点的合
理平衡，的确是需要明确的问题。”苏海南表示，技能类资历序列与技术
类、教育类资历序列之间目前还缺乏横向衔接、难以互认，这限制了技
能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提升和学历提升，阻碍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高
效配置。“另外，在实施落地的过程中，还应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做好后
续人才培养供给。除了工资保障外，还应探索建立落户、购（租）住房等
优惠政策机制，让技能人才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苏海南说。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
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将
此前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和发
展为“八级”技能等级，形成由学
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
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
等级序列，进一步畅通技能人才成
长通道。

“新八级工”将对中国技能人才
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进行了
采访。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
总工会联合山东钢锢诚焊材股份有
限公司日前举办职工技能大赛，推
动员工提高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
图为参赛选手在进行校直器快速校
直项目比赛。

李宗宪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加
强青年技术人才技能培训，促进
适龄青年实现技能成才。图为赣
州市赣县区的一家智能装备制造
企业内，几名青年技工在加紧调
试出口的工业机器人订单产品。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在原有五级技能等级基础上补设学徒工，增设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新八级工”，畅通技工成长通道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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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北约，动作迅速

自从俄乌冲突于今年2月下旬爆发以来，芬

兰国内有关是否要加入北约的讨论就甚嚣尘上

，而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加剧和升级，以及超过

500万乌克兰难民陆续流亡欧洲，芬兰国内支持

加入北约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3月份，芬兰已有超过62%的民众愿意加

入北约，相较于2月大幅增加了19个百分点。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加入北约需要走一道全民

公投的流程，那么它将非常顺利地得以通过。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芬兰的邻国瑞典，目

前瑞典国内同样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支持加入北

约，而不支持加入北约的人仅有25%左右。换

言之，加入北约这一决定在瑞、芬两国已经成

了大势所趋的“民意”。

在此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已

经多次表示支持北约进一步将芬兰和瑞典两国

囊括进来。而在芬兰官宣入盟后，斯托尔滕贝

格更是表示：“我相信北约成员国会热情欢迎

它们，我们可以很快作出接纳它们的决定。”

据美联社的说法，瑞典和芬兰两国极有可

能在本月或者下月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北

约已经承诺一旦两国决定“入伙”，那么自己

将开启绿色通道，尽快将两国升格为北约的正

式成员国。而在两国入盟期间，英美都将提前

为其提供军事支持和安全保护。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的可能性极大，而在北约承诺加速入盟流程的

情况下，到今年年底，芬瑞两国就可能成为北

约的正式成员国。而这也彻彻底底补全了北约

东扩在北欧的最后一块拼图。

老实说，瑞典、芬兰做出这样的这样的决

定并不意外。毕竟，这俩国家在历史上都和俄

国这个大块头邻居动过手。

战火连绵，和平不易

世人一提俄罗斯和芬兰之间的龉龃，就会

立刻想起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芬战争，但

实际上俄罗斯、苏联及其前身沙皇俄国与北欧

国家之间的冲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

始了。

现在的瑞典，在世人眼里是个地广人稀的

高福利发达国家，极少搀和进战争之中，但自

中世纪时期起，瑞典就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北欧

强国。

自11世纪瑞典统一以来，他们的国运几经

沉浮，但在维京战士血脉和几位励精图治国王

的加持下，瑞典始终维持着较为强盛的国力，

在三十年战争后更是达到了权势的极盛期。如

今，芬兰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处在瑞典的统治之

下。

然而瑞典并非欧洲东北部唯一俄强权，在

他的东边，草原与森林交界地带的莫斯科公国

一步步崛起，并最终取代金帐汗国成为东欧的

最大强权，并图谋向西扩张。这样，瑞典就不

得不与新兴的沙皇俄国一决雌雄。

自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两百多年间，

沙皇俄国和瑞典之间爆发的正面冲突不计其数

，光是规模较大的全面战争就有八次之多。在

这些战争中，瑞典总体呈现先胜后败的趋势，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第五次、第六次和第八次。

第五次战争时，沙俄正是彼得大帝在位期

间，这位狂热追求西方文化的沙皇极具战略眼

光，通过这次战争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并

在此处修建了新都——圣彼得堡。而对瑞典来

说，这次战争是陷入全面衰退的开始。

在第六次和第八次战争中，瑞典彻底丢掉

了整个芬兰，而长期被瑞典人统治的芬兰最终

于1809年作为一个大公国加入了俄罗斯帝国。

对于这个致力于保护自身安全的缓冲带，

沙皇俄国给予了非常好的待遇，并赋予了它极

大的自治权，而这也是芬兰成为一个独立民族

国家的滥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芬兰宣布独立

。20年后，苏芬战争爆发。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苏联对芬兰独立

后的国境线有争议；二是芬兰的位置距离列宁

格勒（今圣彼得堡）太近；三是芬兰与纳粹德

国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未来苏德一旦爆发战

争，这里很可能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跳板。

1939年11月26日，苏联制造了曼尼拉炮击

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对芬宣战，但这场强弱分

明的战争最后却打成了一团浆糊。

由于芬兰人民的抵抗意志非常强烈，以及

芬兰天寒地冻的条件非常不适合大军推进，苏

联在此伤亡惨重，仅阵亡人数就高达37.5万之

多。而芬兰本身是个只有440万人口的小国，战

争陷入僵持阶段后伤亡数字激增，导致芬兰兵

源枯竭。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得不签订了《莫斯

科和平协定》，苏联以极大的代价得到了芬兰

的卡累利阿地区，芬兰在此次战争中丢掉了第

二大城市维堡，以及自己10%的耕地和1/5的工

业产值。

苏芬战争结束后，芬兰人总是憋着一股气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芬兰加入轴心国阵

营，试图夺回自己的土地。结果德国战败，芬

兰不得不再次与苏联媾和，又丢掉了佩察摩地

区。

二战结束后，芬兰意识到不能得罪这个大

块头邻居，于是选择了一条被称为“芬兰模式

”的道路——即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不挑

战邻国的权威，具体措施包括外交接受苏联指

导、不谋求加入北约、购买苏式装备列装部队

、政府邀请部分芬共成员加入，等等。

这些举措在苏联解体后，成了芬兰人不愿

提起的伤疤，以至于到了此前俄乌两国正式开

战前有人讨论乌克兰是否能走“芬兰模式”的

时候，芬兰前总理斯塔布表达强烈不满。

地缘变局，影响几何

考虑到瑞典和芬兰在历史上都曾经被俄国

暴打，它们在苏联解体后仍然保持着这种敬而

远之的态度也不足为奇。出于不过分触动俄罗

斯神经的考虑，瑞芬两国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

加入北约，直到这次俄乌冲突爆发。

就目前来看，瑞芬两国加入北约几乎可以

说是必然事件，而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地

区的紧张局势。从长远上看，北约的进一步东

扩也必然会影响这一地区的稳定。

一方面，俄罗斯与芬兰之间的边境足足有

1300公里之巨，是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中最长的

一个。突然与北约国家之间增加了这么大面积

的接触，将极大地增加俄罗斯的国防压力，诸

如圣彼得堡、摩尔曼斯克等重要城市都暴露在

了北约的威胁之下。

因此，俄罗斯几乎必然会增强在这一地区

的防卫能力，并部署五代机和近程导弹等先进

武器。也不能排除俄罗斯继续扩张波罗的海舰

队规模，从而加强对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芬

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威慑力。

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表示，若瑞芬两国加入北约，那么

波罗的海地区极有可能失去无核化地位，俄罗

斯将果断采取报复措施。

虽然梅德韦杰夫没说报复措施具体是什

么，但可能是进一步扩充自己的核武库，乃

至向俄芬边境地区部署一定的核弹头，这就

意味着这一地区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大幅提

高。

现在回想起来，今年年初联合国安理会五

常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

得”，希望果真如此吧……

最后，俄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军事存在，

必然会做出一些对等的举措以对抗北约的这次

东扩，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加里宁格勒这块直插

欧洲心脏的飞地上搞些动作，如部署更多的装

甲车和飞机，亦或是将核弹头部署于此。

而这里距离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英国伦

敦以及波罗的海三国都不远，擦枪走火的可能

性会进一步上升。这种剑拔弩张情况下，任何

的疏忽或者战略误判都有可能成为吹响人类毁

灭之角的号手。

很显然，俄乌冲突的火焰正不断地向欧洲

的其他地方，乃至是全世界蔓延开来。这次芬

兰、瑞典加入北约或许只是当前国际形势巨大

变局的一个注脚，不论目前已经到来的欧洲能

源危机，还是正蓄势待发的全球粮食危机，都

无疑会将整个2022年，引向一个更加混乱且不

可预测的方向……

芬兰，等不及了！

据外媒报道，2022年5月12日，芬兰总统绍利· 尼尼斯托

和总理桑娜· 马林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支持芬兰申请加入

北约。而在此之前，另一个北欧国家瑞典也有所动作，该国执

政党——社会民主党表示，该党将于5月15日就北约问题表明

立场。

考虑到在不久之后的6月，新一届的北约峰会即将召开，

以及目前俄乌冲突持续发酵的情况下，芬瑞这两个重要的北欧

国家很有可能将改变自己长期以来不加入任何军事组织的立场

，主动站队到北约一方去。

或许这一次，在很多人眼里风光秀美、与世无争的北欧，

也无法在这场席卷欧洲的风暴中独善其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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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肌膚枯木逢春讓肌膚枯木逢春、、水潤滿滿的無針水光水潤滿滿的無針水光，，無創口不疼痛無創口不疼痛！！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專欄專欄3030 要正確使用變速箱要正確使用變速箱

（本報記者黃梅子）愛美的小姐姐
們一定聽說過水光針，也有很多人都親
身體驗過，效果是真的好！神奇的水光
針可以讓您的肌膚枯木逢春、水潤滿滿
，即使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小疼痛，依
然很受歡迎！現在好了，更好的無針水
光出來了，無創口不疼痛！效果杠杠的
！

都是水光針，那麽，無針水光可否

取代有針水光針呢？糖城的張玫醫生診
所就引入了無針水光治療，張醫生不光
是家庭醫生，而且從事醫美多年，技術
精湛，深受患者信賴。張玫醫生說，兩
者效果是大同小異，求美者可以自己選
擇哪種更適合您的需求……

首 先 ， 我 們 來 看 一 下 作 用 原
理-----

有針水光：有針水光註射時要借助

專門的儀器“水光槍”或註射針，將玻
尿酸、肉毒毒素、維生素C等(通常是玻
尿酸加其他)高效美容成分直接註射入皮
膚的真皮層，由此達到皮膚美容功效。
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小疼痛。因為利用
註射針戳破皮膚表層，將營養物質註射
至真皮層，這類型的治療是有一定疼痛
感的。通常在有針水光治療前需要在面
部表面塗抹麻藥，再進行操作，打完後
會在臉上出現一排排的小針眼，但在一
周之內會全部恢復。

無針水光：無針水光是通過儀器，
以高速震頻和噴射的方式，無創式導入
精華成分，可以直達真皮層，無創無痛
。營養液氣流會被加速到每秒200米的
速度，在高壓區的皮膚會形成一個凹面
，隨著皮膚的拉伸，在皮膚外層的微管
會擴張，在擴張之下營養液成分就能夠
被導入。無針水光無創口無疼痛。無針
水光只是通過高氣壓將營養液成分壓入
皮膚，整個過程儀器不會接觸到皮膚，
因此不會產生疼痛的感覺，也沒有創口
。

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小疼痛。因為
利用註射針戳破皮膚表層，將營養物質
註射至真皮層，這類型的治療是有一定
疼痛感的。通常在有針水光治療前需要

在面部表面塗抹麻藥，再進行操作，打
完後會在臉上出現一排排的小針眼，但
在一周之內會全部恢復。

水光針註射可以根據求美者的皮膚
特性來選擇營養物質的成分：

1、玻尿酸+肉毒素註射：
在玻尿酸的成分裏添加肉毒素，可

以在玻尿酸的基礎功能上增加祛皺、抗
皺、提升和增加皮膚彈性的功效。

2、玻尿酸+膠原蛋白註射：
在玻尿酸的成分裏添加膠原蛋白一

同進行註射，會使肌膚處於年輕彈潤的
狀態。改善肌膚出現松弛、萎縮、皺紋
等問題，可以恢復肌膚光滑水嫩有彈性
！

3、玻尿酸+VC+谷胱甘肽+氨甲環酸
不僅有效解決各種斑點問題，同時

改善了治療肌膚表面的細小皺紋、毛孔
粗大等肌膚問題，還可以緊致和提升膚
色。

水光針的效果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讓你的皮膚既水汪汪又光溜溜，水潤光
滑！

第一次註射：肌膚如枯木逢春、水
潤滿滿。

第二次註射：基底層膚色全面變好
、提亮、毛孔縮小、更易上妝。

第三次註射：強化肌膚，效果疊加
，實現持續營養，深層嫩膚，完美get少
女膚質。

第四次註射：常年保養，肌膚如出
水芙蓉般水潤清透，良性循環，肌膚無
可畏懼。

張玫醫生強調說，無針水光和有針
水光都能夠起到給皮膚保濕補水的作用
，能夠改善松弛暗沈的皮膚狀況。然而
，兩者的治療層次、維持時間、疼痛感
存在較大不同。如果每天都要上班或見
客戶，那麽做無針水光更適合一些，而
且隨做隨走，皮膚馬上就能像喝了水似
的飽滿水潤起來，變美於無形之中，價
格也比有針水光便宜，更實惠。啪啪啪
敷100張面膜，還不如做一次無針水光效
果好！

如果您想咨詢或預約無針水光，請
聯系張玫醫生診所。

Family Medicine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281-242-6889

在自動檔汽車使用中，有相當
一批車主對自動變速器的認識不足
，沿用手動擋的操作方法，導致車
輛受損、壽命縮短。下面我列舉一
些汽車自動變速器使用中常見的錯
誤。

誤區1—— 自動變速器車輛長
時間停車時，換擋桿仍掛在D擋。

裝備自動變速器的車輛在等待
通過信號或堵車時，一些駕駛員常
將換擋桿保持在D擋，同時踩下製
動踏板，若時間短，這樣做是允許
的。但若停車時間長最好換入N擋(
空擋)，並拉緊駐車製動。因為換
擋桿在D擋時，自動變速器汽車一
般有微弱的前移，若長時間踩住製
動踏板，等於強行製止這種前移，
使得變速器油溫升高，油液容易變
質，尤其在空調系統工作時，發動
機怠速較高的情況下更為不利。

誤區2—— 自動變速器車輛高
速行駛或下坡時，把換擋桿撥在N

擋位滑行。
有些駕駛員為了節油，在高速

行駛或下坡時，將換擋桿撥到N擋
滑行，這很可能燒壞變速器。因為
此時變速器輸出軸轉速很高，而發
動機怠速運轉，變速器油泵供油不
足，潤滑狀況惡化，而且對變速器
內部的多片離合器來說，雖然動力
已經切斷，但其被動片在車輪帶動
下高速運轉，發動機驅動的主動片
轉速很低，兩者間隙又很小，容易
引起共振和打滑現象，產生不良後
果。當下長坡確需滑行時，可將換
擋桿保持在D擋滑行，但不可使發
動機熄火。

誤區3 ——在自動變速器P或
N以外擋位起動發動機。

有些駕駛員在P或N以外擋位
起動發動機，雖然發動機不能運轉
(因為連鎖機構保護，只能在P和N
擋才能起動)，但有可能燒壞變速
器的空擋起動開關。因為自動變速

器上裝有空擋啟動開關。使得變速
器只能在P或N擋才能起動發動機
，避免在其他擋位誤起動時使汽車
立刻起步往前竄。因此，起動發動
機前一定要確認換擋桿是否在P或
N擋。

誤區4—— 自動變速器車輛坡
道停車時不使用駐車製動

裝有自動變速器的汽車在坡上
停車時，有些駕駛員只是使用P擋
，而不使用駐車製動，這樣做極容
易引發事故。因為雖然裝有自動變
速器的汽車在P擋位設有的停車鎖
止機構一般是很少失效的，但一旦
失效就會造成意外事故。因此，在
坡道停車時，還是應該使用駐車製
動器。

總之，自動變速器汽車相對於
手動變速器汽車而言，省去了離合
器踏板，不必頻繁地踩踏板，使汽
車駕駛變得簡單、輕鬆。但若操作

不當，會人為地增加自動變速器的
故障發生率，降低其使用壽命。正
確使用自動變速器，不僅可以避免
或減少故障的發生，還會降低油耗
，減少汙染。

美南國際電視15.3之《修車師姐》
節目由完整修車廠徐雲主持，也可
以在youtube上訂閱STV15.3 Hous-
ton life頻道，隨時收看《修車師姐
》。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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