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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七大工業國集團（G7）
今天宣布，為協助對抗全球暖化，所有
成員國承諾今年底前停止使用公共資金
投入國外化石燃料計畫，且在2035年底
前讓電力產業大致上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

法新社報導，G7國家的能源和氣候
部長在德國首都柏林召開會議，會後發
布聯合聲明表示： 「我們承諾，在2022
年底前，停止對國際間並未減排的化石
燃料能源產業提供新的直接公共支援。
」 「未減排」 指的是並未使用技術來緩
和部分汙染。

這是日本首度加入G7其他成員國做
出這類承諾。

此外，儘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造成
電力市場高度緊繃，G7仍在會議結論聲
明中宣布： 「我們進一步致力於一項目
標，在2035年底前達成電力產業大致脫
碳。」

路透社報導，德國經濟部長哈柏克
（Robert Habeck）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
： 「過去幾週及幾個月，取代俄羅斯的
化石燃料，成為政治辯論和政府行動的
主要焦點。」

「但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如果我們
只是專注於現在，我們這個政治世代所
面臨的挑戰，也就是要限制全球暖化，
並不會消失。所剩時間真的不多了。」

GG77承諾今年停止投資化石燃料計畫承諾今年停止投資化石燃料計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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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wenty-one lives of
teachers and young kids’
were taken away by an
18-year-old murderer, the
whole nation is
enthusiastically responding
by donating hope and
sending warmth and help to
Uvalde, a small, and now
broken, Texas city. When
we see every one of the
innocent faces that were
ended, it makes people feel
so helpless and very sad.

Has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changed? We have
encountered continuous
shootings, sometimes in
supermarkets, in malls, in
schools, in massage
parlors or on university
campuses. In fact, in
America, we now own more
than 300 million

guns--more than our total
population. Forty percent of
the world’s weapon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when we walk in big
cities and rural towns in
America, we can say we
are in two very different
worlds, while the conditions
of faith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also very
different. Residents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seem to
be less concerned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New
York, and equally
unconcerned about the
chaos that is prevalent in
other big American cities.

The Shanghai lockdown,
the Russia-Ukraine war,
higher oil prices, monkey

smallpox, the nationwide
lack of baby formula, a
senseless massacre of
innocent children and
teachers, all happening as
our president’s Air Force
One shuttl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difference
does this make?

Today the White House
tried to cancel part of the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But inside the president’s
cabinet,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One
of the opponents is trade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Tai who looks exactly like
us.

In the speech by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he said no
matter the statu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it will not
affect the status of
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After watching the
speech, I really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I would like to remind all

Chinese 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that you ne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is country to
stand up and protect your
rights and also learn from
the Jewish Americans how
they can be so strong on
the politic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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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Our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德州依瓦利小學二十一位師生
被一名十八歲兇嫌奪走了生命, 全國
上下正在熱烈捐獻希望為這個邊境
貧窮之小鎮送上溫暖和援手，但是

看過那些每一張天真無邪的面孔，
生命既然如此短暫，令人萬般無奈
和心酸。

美國真的變了嗎？我們遭遇到

連續不斷的槍殺案，有時在超市，
有時在商場，在按摩院，在大學，
在小學生的教室裡，真難予置信，
事實上，我們目前全國個人擁有的
槍支已経遠超過全美人口三億多支
，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槍械都在美
國我們儼然是一個大武器庫。

今天我們走在美國的大城市和
鄉村城鎮可以說是兩個不同之世界
，治安、信仰和経濟條件也相差甚
遠，住在郷下或小鎮的居民，他們
對紐約地下鐵和大城市之亂也似乎
不太關心。

上海封城，俄烏戰事，猴天花
，高油價，缺奶粉，兇手大屠殺，
拜登總統之空軍一號專機穿梭全國

各地，到底有多少效果。
今天為了通物膨脹物價上漲，

政府有意取消對中國大陸之進口關
稅，白宮內閣意見相左，反對者竟
然是和我們長得一模一樣的貿易代
表戴奇。

布林肯在其發表的中美關係談
話中，不論中美兩國關系如何變化
，不會影響到華裔美人之地位，看
後感覺一陣不舒服，有些被眨為二
等公民之意味。

我要奉勸華裔同胞，我們今天
不但要好好去多賺錢，而且要站起
來在政治上學學猶太人，把那些政
治惡棍趕下台。

我們對當前國內外情勢之省思我們對當前國內外情勢之省思



印尼在世界經濟論壇上
提供新首都開發的項目
投資部長/投資協調委員會負責人巴

利勒· 拉哈達利亞（Bahlil Lahadalia）表

示，政府還在達沃斯舉行的 2022 年世

界經濟論壇（WEF）會議上討論並提出

了努桑塔拉首都發展項目。

“新首都是我們（在世界經濟論壇

）談論的一個重點。我們已經和幾位投

資者談論過 關于新都的項目。我們必須

確保佐科總統的命令和計劃，”巴利勒·

拉哈達利亞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的新

聞發布會上說，瑞士，周二從雅加達在

線監測。

盡管他已經會面並討論了與新都相

關的機會，但 Bahlil 承認，到目前爲止

還沒有任何投資協議。不過，他證實，

與會商界人士的興趣與怒桑塔拉的發展

有關。

“如果你問是否有興趣？有興趣。

但尚未在世界經濟論壇執行，”巴利勒·

拉哈達利亞說。

Bahlil 解釋說，WEF 2022 活動是

一項向世界經濟論壇宣傳印度尼西亞各

種國家利益和信息的活動。而且，此次

WEF 2022的勢頭恰逢今年G20印尼擔任

輪值主席國。印尼也沒有錯過向世界解

釋控制疫情、經濟複蘇和環保投資政策

成功的機會。

“因爲主題（G20）爲“一起恢複

，恢複更強”，所以也是如何在 COV-

ID-19 大流行之後複蘇。這是我們向全

球解釋印度尼西亞如何控制大流行、經

濟增長如何、環保投資政策的戰略方向

和綠色能源。具體步驟是什麽，然後有

什麽樣的合作”他說。

由于重點是促進國家利益，Bahlil

表示，如果在論壇上建立匹配，投資協

議將在以後取得成果。

“如果有適合我們建立新業務的東

西，我們會把它帶回家，”他說。

投資部長/投資協調委員會負責人

Bahlil Lahadalia 表示，政府將頒布一項

法規，禁止向任何國家出口清潔電力或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EBT)。

“關于電力出口關稅，我們很快就

會制定規則。因爲它是通過與佐科威總

統先生的會議決定的。 ”周二（ 5月

24 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Bahlil 進一步表示，對于已經投資

EBT電力出口的公司，據他介紹，所有

與電力出口相關的投資計劃將一並評估

。不過，他強調，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政府頒發的EBT電力出口許可證，只有

位置許可證。

“那些已經被總統決定了，已經發

布的將被評估。而且據我所知，沒有出

口許可證，到目前爲止我只簽發了位置

許可證，沒有出口許可證，”他解釋說

。

Bahlil表示，前段時間在美國舉行的

東盟-美國特別峰會期間，出現了禁止

EBT電力出口的想法。該禁令是爲了保

護印度尼西亞不被其他國家使用。

“所以昨天我們也在環顧四周，摸

索著。所以昨天的東盟-美國峰會，我正

好陪了總統。這就是我們作爲政府的瘋

狂想法出現的地方。我們必須防止我們

的國家被人們愚弄，”Bahlil說。

在舉行的 G20 之路：投資論壇活

動中，Bahlil 強調印尼政府沒有考慮向

任何國家出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EBT）。這樣做是因爲印尼政府仍然

專注于滿足國內能源需求。即便如此，

Bahlil 表示，印尼不會禁止外國投資對

印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印尼棕榈油農民鬥爭協會（Apkasin-

do Perjuangan）主席阿爾維安· 阿拉曼

（Alvian Arahman）表示，在政府開放

毛棕榈油（CPO）及其衍生産品的出口

水龍頭後星期一（5月23日），棕榈油

的新鮮果串（FFB）價格再次上漲。

他解釋說，在政府禁止原棕油出口

之前，FFB 的正常價格爲每公斤 3,600

至 3,800 印尼盾。然後，當出口禁令生

效時，價格下跌了 50% 至每公斤 1,

600 印尼盾。

“今天農民層面的價格上漲了 400

印尼盾至 600 印尼盾，隨著政策（出口

禁令）的取消，該省的平均價格已觸及

2,300 印尼盾至 2,400 印尼盾，”他說

在星期二 (5月24日) 與委衆議員員會第

VII部的工作會議上。

他還感謝政府。因爲，隨著出口禁

令的解除，農民的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

望。

在政府認爲該國大宗食用油供應充

足後，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wi）正式

解除了對毛棕榈油及其衍生産品的出口

禁令。

Jokowi說，全國對大宗食用油的需

求達到每月19.4萬噸。出口禁令生效前

，大宗食用油供應量僅爲每月6.45萬噸

。出口禁令生效後，供應量增至每月

21.1萬噸。

首飛失利後
韓國首枚國產運載火箭計劃6月15日第二次發射

韓國計劃6月15日第二次發射韓

國自主研制的運載火箭“世界”號

（KSLV-Ⅱ）。此次發射將搭載一顆

180公斤重的衛星和4顆立方體衛星，

衛星用于檢驗火箭發射性能。

韓國科技信息通信部介紹，第二

次發射已對第一次發射時出現的第三

級發動機熄火早于預期等問題進行了

技術性改進。目前一級和二級火箭對

接工作已完畢，發射籌備工作組正爲

三級火箭搭載衛星展開前期工作，預

計衛星搭載工作下月初之前完成。

去年10月，韓國首枚國産運載火

箭“世界”號首次發射失利，未能將

一顆1.5噸重的模擬衛星送入軌。當時

三級火箭“世界”號從韓國羅老宇航

中心發射升空，在700公裏太陽同步

軌道與衛星成功分離。但數據分析顯

示，第三級發動機提前停止工作，導

致未能將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去年底，“世界”號運載火箭首

飛失敗原因公布，主要歸因于第三級

發動機內部的固定裝置松脫，導致氦

氣罐脫落。“世界”號在發射36秒後

出現異常，這主要是因爲火箭第三級

氧化劑罐內部的氦氣罐在巨大的浮力

下脫離原位置並到處碰撞。在此過程

中，儲罐輸氣管變形受損，導致氦氣泄

漏，之後氧化劑罐也破裂，導致氧化劑

泄漏。如此一來，對第三級發動機注入

的氧化劑減少，火箭飛行後勁不足。

“世界”號火箭承載了韓國加入

全球太空競賽的雄心。據《韓國先驅

報》（The Korea Herald）此前報道，

如果發射成功，意味著韓國成爲世界

上第七個能獨立從本土發射1噸以上

衛星入軌的國家。

在“世界”號火箭之前，韓國首

枚運載火箭“羅老”號（Naro，即

KSLV-I）曾于2009年發射，但二次分

離晚于預定設計，未能將搭載的科學

技術衛星送入預定軌道。在經曆兩次

發射失敗後，2013年“羅老”號成功

發射，韓國成爲世界上第11個將衛星

送入軌道的國家。

不過，兩級火箭“羅老”號第一

級由俄羅斯制造，第二級火箭爲固態

燃料火箭，由韓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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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歐洲多國收緊福利或取消優待歐洲多國收緊福利或取消優待
敦促烏克蘭難民找工作敦促烏克蘭難民找工作

【綜合報道】俄烏衝突已經持續了三個月，面對源源不斷的烏克蘭難民入境後，無論是對財
政支出還是文化衝突都感到越來越“壓力山大”的一些歐洲國家頂不住了，開始各出奇招敦促滯
留境內的烏難民盡快找工作。

據保加利亞媒體bTV Novinite廣播公司報導，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旅遊季，原本免費住宿在高
級度假酒店的3.5萬名烏克蘭難民被轉移至內陸設施。該國政府5月中旬曾宣布，在6月前沒有工
作且無法自費住宿的烏克蘭難民將被安排至集體居住點，此後會給他們提供諸多工作崗位。

另據路透社等媒體近日報導，波蘭、捷克等國則選擇收緊現有福利，一些沒有在限定時間內
找到工作的烏克蘭難民恐將失去食宿補貼、醫療保險等待遇。與此同時，降低就業門檻的措施並
駕齊驅，荷蘭放寬工作資質要求，德國正加緊簡化就業程序。

近來，歐洲多國政府和民眾對一些“遊手好閒”的烏克蘭難民的容忍度，看起來似乎已經到
達極限。
波蘭接收了最多的烏克蘭難民，550萬人中佔了300萬，浩蕩而急速的人口流動不斷擠占當地的住
房、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一些不堪其擾的波蘭民眾，在烏克蘭人的反俄抗議活動上氣憤反懟
稱，要把他們要么送去工作，要么丟回老家。

而發現入境的4.7萬烏克蘭難民中只有6.5%（3055人左右）找到了工作，西班牙社會保障和
移民部看到這個數據時，也感到了一絲“頭禿”。

最近還有一則據稱是“保加利亞將3.5萬烏克蘭難民趕出酒店，逼迫他們找工作”的視頻在社
交媒體上熱傳。畫面中，大包小包的行李堆積滿地，人們成群結隊地離開。
儘管網傳視頻畫面未得到官方媒體證實，但這一消息並非空穴來風。

據保加利亞媒體bTV Novinite廣播公司報導，當天確有住在保加利亞沿海高級度假酒店的烏
克蘭難民被大巴轉移至內陸設施，這一行為基於該國政府5月中旬宣布的新措施。

報導稱，保加利亞日前宣布要在6月1日前將約3.5萬名烏克蘭難民從度假酒店轉移，其中一
個原因是政府大幅削減了給為烏難民提供住宿的酒店的補貼，從原來的每人每天20歐元降至7.5
歐元。

而另一個更為緊要的原因是，6月開始，保加利亞將迎來一年中最重要的旅遊旺季，因此必須
將沿海度假酒店為旅客“騰空”，把難民轉移走。

5月中旬，副總理卡利納•康斯坦丁諾娃（Kalina Konstantinova）在宣布這一措施時表示，對
於保加利亞來說，旅遊季具有重大經濟、文化和國際性，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很大比例，因此政
府有責任確保該國的旅遊季成功舉辦。

而被轉移的難民安置工作，卡利納當時稱保加利亞為他們提供了“工作和獨立的權利”，烏
克蘭難民有權自費尋找新住所，但若沒有工作租不起房，該國政府會為他們提供一個集體住處。
而且待難民安置後，政府的下一個任務就是積極尋找最佳方式，創造最佳條件，為他們提供工作
崗位。

同時，該國還發起了一個主要針對烏克蘭難民的宣傳活動，名字簡單粗暴，就叫“在保加利
亞工作”。該國勞動局的工作小組會分佈在全國90多個地區，為難民求職者提供信息和指導，空
缺崗位也主要集中在旅遊方面，比如沿海景區的旅館、餐館和娛樂設施的服務人員。

至於政府對沒有工作的難民提供的集體住所，有報導稱可能是便宜的1-2星級酒店，或者是
體育館甚至是廢棄醫院改建的難民中心。

保加利亞難民機構負責人瑪麗安娜•托舍娃（Mariana Tosheva）也坦言，目前入境的烏克蘭
難民數量已經達到頂峰，這次重新安置只能保證他們不會流落街頭，如果有必要會在州政府設立
臨時滯留大廳，“國家無法不斷提供幫助，只有最脆弱的群體才會得到救助。”

她也提到，為鼓勵烏克蘭難民就業，政府還在考慮為那些在當地找到工作的人提供持續三個
月的租金補助，這一計劃目前仍在細化過程中。

同一天，路透社等媒體關注到了波蘭在難民入境3個月後的變化，發現該國似乎是用停發補

貼的方式刺激烏克蘭難民就業。
報導稱，波蘭議會3月曾通過一項法案，允許入境波蘭的烏克蘭難民合法居留18個月，並獲

得波蘭身份號碼便於在當地工作，獲得福利、醫療和教育等。此外，烏克蘭難民還可以獲得一次
性補貼，那些向難民提供住宿的波蘭民眾和機構每天也能獲得補貼。

但最近該國政府表示，為了幫助難民“自力更生”，這筆款項將在今年夏天停止發放；並且
為了讓難民們能夠更容易進入當地勞動力市場，原先要求的許可證被廢除，只要求雇主在形成僱
傭關係的14天內通知勞工局即可。

政府數據顯示，在就業條件放寬條件下，已有超過10萬的烏克蘭難民找到工作，絕大多數為
婦女，約佔75%。其中近一半從事非技術勞動，18%從事辦公室文員或其他專業工作，14%從事工
業或工藝生產，11%為銷售和服務業，另外10%從事機器操作員和裝配工。

波蘭最大的雇主組織“波蘭雇主”（Employers of Poland）的經濟學家卡米爾•索博列夫斯基
（Kamil Sobolewski）還表示，與入境波蘭難民的總數相比，就業難民的人數似乎偏低。但他認為
，還有不少人是在“影子經濟”中工作，真實數字可能是官方數據的兩倍。 “影子經濟”又稱
“地下經濟”，主要包括偷稅漏稅、走私、販毒、黑工、盜版等行為。

同樣用收緊福利來限制烏克蘭難民的還有捷克，最近該國政府擬修改的一項措施也引發爭議
。

新措施準備將醫療保險與就業狀況掛鉤，每個烏克蘭成年難民只能免費享受前180天的保險
服務，並且住在政府避難所的難民會直接因這一新規失去財政援助。

此外，捷克總理日前宣布該國的難民緊急狀態最後再延長一個月至6月底，屆時政府將不再
為難民提供住宿和食物等基本援助。

荷蘭、德國等則在降低就業門檻上動腦筋：前者取消了工作許可證，僅要求僱傭烏克蘭難民
的雇主向相關機構登記；後者一邊在簡化工作許可申請，加速通過就業程序，一邊以極短的時間
上線了一個求職平台。

據“德國之聲”報導稱，該平台致力於幫助烏克蘭難民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來找我們的
很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們必須確保一個IT專家不會被派去養老院。”



土耳其敦促瑞典
為其加入北約做出“具體保證”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府新聞局發表聲明，土方針對瑞典申請加入北約

提出了一系列條件，包括停止支持庫爾德工人黨等相關組織、停止對其提供

財政武器支持、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取消對土耳其實施制裁等。

聲明稱，土耳其希望瑞典在北約集體安全原則的框架內做出“具體

的保證”，並指出，土耳其自2017年以來一直要求從瑞典引渡庫爾德工

人黨和“居倫運動”的成員，但從未得到積極回應。土方要求瑞典停止

向恐怖組織提供政治和資金支持，停止向庫爾德工人黨有關組織提供軍

事裝備，尤其是反坦克武器和無人機。

聲明強調，瑞典對土耳其實施的武器禁運和制裁是“不可接受”的

，因爲土耳其“有權捍衛其在東地中海的權利以及確保其與敘利亞的邊

界安全。”

聲明指出，雖然土耳其支持北約的“門戶開放”政策，但土方堅持

認爲，北約成員國和候選國都應該在反恐鬥爭中開展高水平的合作。土

耳其期待在安全問題上得到來自各方的具體保證。

瑞典和芬蘭上周正式申請加入北約，但遭到北約成員國土耳其的反對

，因爲土方認爲瑞典和芬蘭長期支持土耳其認定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

以及“居倫運動”，並對土耳其實施武器出口禁令等制裁。土耳其總統埃

爾多安近日反複在多場合重申土方這一立場。瑞典首相安德松23日表示

，就瑞典加入北約的問題與土耳其展開的談判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瑞典女首相駁斥埃爾多安指控：
我們沒資助恐怖分子

綜合報導 瑞典首相馬格達萊娜· 安德森在回應土耳其的指控時聲稱，

瑞典沒有資助恐怖分子。安卡拉一直指責斯德哥爾摩武裝和支持被土耳

其視爲恐怖分子的庫爾德民兵。這是土耳其拒絕批准瑞典加入北約的主

要原因之一。

據今日俄羅斯報道，周三，一個瑞典代表團和另一個候選國家芬蘭

的外交官開始在安卡拉與土耳其政府進行談判，以解決土耳其的擔憂，

從而說服這個北約成員國支持他們的申請。

與此同時，在斯德哥爾摩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瑞典首相表示，瑞典正在討論土耳其提出的條件清單，並試圖解

決一些在早些時候的媒體報道和各種官方聲明中出現的含糊不清的問題

。然而，安德森說，有些事情是很容易馬上弄清楚的。她強調說:“我們

很容易澄清，我們絕對沒有向恐怖組織提供資金或武器。”

幾天前，土耳其執政黨發言人奧梅爾· 切利克聲稱，安卡拉有證據

表明，瑞典的武器已經落入庫爾德工人黨(PKK)手中。土耳其軍隊經常

對伊拉克的庫爾德工人黨及其敘利亞分支YPG進行越境行動。

與此同時，米歇爾表示，他不願對土耳其的要求問題發表評論，因

爲這只會使正在安卡拉進行的談判對北約候選者來說更加複雜。但是他

強調說，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對北約和歐盟都有好處。

在安卡拉談判之前，土耳其政府公布了對北約成員國的要求清單。它

還明確表示，在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之前，它希望得到它們的書面保證。

安卡拉要求兩國對庫爾德激進分子采取行動，並取消對土耳其武器

貿易的限制。5月中旬，在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期間，這兩個北歐國家正

式請求加入美國領導的軍事集團。加入北約需要得到目前所有北約成員

國的一致同意。其中包括土耳其，該國威脅要行使否決權，除非芬蘭和

瑞典在其安全利益方面做出關鍵讓步。

歐洲多國報告更多猴痘病例
建議高風險接觸者自我隔離

綜合報導 歐洲地區近期報告人感染

猴痘病例數持續增多。英國累計報告猴痘

病例升至56例；荷蘭報告的猴痘確診病例

增至6例；丹麥23日報告首例猴痘確診病

例。一些國家建議確診病例的高風險接觸

者自我隔離。

英國衛生安全局日發表公報說，英格

蘭地區又發現36例猴痘病例，這使得英國

自本月7日以來的累計猴痘確診病例數升

至56例。該機構健康保護小組正在聯系確

診病例的高風險接觸者，並建議那些經過

風險評估且目前健康狀態無異常的人在家

隔離21天。該機構還購買了一種名爲Im-

vanex的天花疫苗，提供給猴痘確診病例的

密切接觸者。

英國衛生安全局當天表示，在英國及

歐洲其他國家最近發現的猴痘病例有很大

一部分發生在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人群

中，因此敦促該群體對猴痘感染症狀保持

警惕。不過該機構也指出，盡管當前的疫

情嚴重且令人擔憂，但對英國人口的風險

仍然很低。通常來說，猴痘是一種自限性

疾病，大多數人會在幾周內康複。

荷蘭國家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所表示

，荷蘭猴痘確診病例已增至6例，患者均

爲男性，部分患者此前曾參加了在比利時

舉辦的一個音樂節活動。該機構要求猴痘

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自我隔離。

荷蘭發現首例猴痘病例

。荷蘭衛生部已要求醫生和

醫療機構在發現疑似猴痘病

例後，必須向政府衛生部門

報告，疑似和確診患者均需

要居家隔離。

丹麥衛生部門證實，該

國發現首例猴痘感染病例。

一男子從西班牙旅行歸來後

出現症狀，隨後檢測出猴痘

病毒陽性。丹麥國家血清研

究所當天在一份新聞公報中

證實，這名猴痘病毒感染者症狀輕微，目

前正居家隔離。該機構正與其他國家衛生

部門和國際衛生組織密切協調，監測猴痘

感染的進一步發展。

丹麥衛生部發布新聞公報說，猴痘感

染大範圍暴發的可能性較低，但丹麥患者

安全局已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監測猴痘感染

情況，以盡可能做好應對准備並對確診病

例的密切接觸者提出相關建議。

截至目前，歐洲已有10個國家報告了

猴痘感染病例，爲英國、西班牙、葡萄牙

、比利時、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

瑞典、丹麥。

在歐洲以外，澳大利亞、加拿大、美

國近期也報告了猴痘確診病例。此外，阿

根廷衛生部22日報告，該國發現了首例猴

痘疑似病例，目前已被隔離並接受對症治

療。該疑似病例曾于4月28日至5月16日

在西班牙旅行。

猴痘是一種病毒性人畜共患病，常

多發于西非和中非地區。世界衛生組

織 21 日發布猴痘疫情暴發預警稱，鑒

于目前已在多個未流行猴痘病毒的國

家發現病例，未來有可能在這些國家

及其他國家發現更多病例，猴痘病毒

將進一步傳播。

據世界衛生組織介紹，猴痘病毒可通

過密切接觸由動物傳染給人，雖不易發生

人際傳播，但與感染者密切接觸也可能感

染。猴痘病毒感染症狀與天花相似，但臨

床嚴重程度較輕，潛伏期通常爲6至13天

，可能長達21天。

烏克蘭收歸國有後，馬達西奇最終還是未被救活
俄軍空襲炸毀工廠

綜合報導 據俄媒當天發布的報道

稱，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少將

，在當天主持記者會時公開表示，俄羅

斯空天軍利用精確制導導彈，成功摧毀

了位于紮波羅熱市的馬達西奇公司的一

座航空發動機生産車間，依照科納申科

夫少將提供的消息，這座車間專門爲烏

克蘭空軍使用的無人機提供發動機。此

消息一出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此舉

不僅因爲俄軍又一次成功摧毀了烏克蘭

的高價值戰略目標，同時也象征著烏克

蘭軍工最後的驕傲就此化爲曆史。

俄烏軍事衝突持續至今，毀于戰火

之下的又何止一家馬達西奇，曾經在全

球軍工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烏克蘭，

不僅無法拿出與時代相匹配的新産品，

在地緣衝突的影響下，甚至連安身立命

都舉步維艱。

但是隱藏在這些悲劇下面的，是烏

克蘭政客與美國之間的相互勾連，出賣

了烏克蘭的國家利益，將烏克蘭的曆

史、文化以及現代文明，當作籌碼一

般押在了“反俄”的賭桌上。值得一提

的是，此次被付諸一炬的馬達西奇工廠

，之前曾經和中企有過一段短暫的美好

時光，當時馬達西奇正陷入資金短缺的

處境，工廠面臨倒閉的風險，而中國的

投資者帶著資金和誠意，與馬達西奇公

司達成了收購協議。

可是當澤連斯基上台之後，在美國

的威逼利誘之下，烏克蘭動用行政手段

粗暴幹涉了馬達西奇收購案，澤連斯基

政府甚至公然違背國際規則，于2021年

3月份單方面沒收了馬達西奇的所有

股份，在宣布對馬達西奇進行國有化處

置後，將該公司移交到烏克蘭犯罪資産

管理局，而作爲出資方的中企卻平白無

故登上了烏克蘭政府的制裁名單，投入

的約40億美元股份被全部充公沒收。

如今，馬達西奇作爲烏克蘭爲數不

多的軍工企業，其生産線遭到了俄軍的

精准轟炸，不得不說是命運的諷刺。若

是當初澤連斯基政府能夠真正做到維護

烏克蘭的國家利益，堅持獨立自主的外

交路線，無論是馬達西奇工廠被毀，還

是俄烏衝突都是可以避免的。

需要警惕的是，馬達西奇工廠被炸

毀並不足以改變俄烏衝突的走向，亞速

鋼鐵廠的戰鬥雖然已經結束，但是整個

烏克蘭東部地區的戰事還在持續發酵。

而且根據最新消息，波蘭援助的坦克，

法國援助的車載火炮，加拿大援助的炮

彈都已經陸續到位，德國也正在抓緊對

烏克蘭士兵進行訓練，而澤連斯基本人

也表達出要與俄羅斯死戰到底的意願。

種種迹象顯示，澤連斯基政府已經徹底

抛棄了烏克蘭的國家利益，完全淪爲西

方反俄勢力的馬前卒。

在這股趨勢下，俄烏之間的軍事

衝突已經很難在短時間內結束，因爲

西方最終想要達到的目的，是透過這

一輪攻勢“二次肢解”俄羅斯，將俄

羅斯領土版圖分割成數塊，永久性剝

奪俄羅斯和平與發展的權力。只是在

這個過程中，西方需要俄羅斯和烏克

蘭人流幹最後一滴血，並且將更多國

家也卷入這場毫無意義的地緣衝突，

盡最大可能削弱除西方之外所有國家

的實力。但現實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

的，這場地緣衝突讓世界見識到了烏

克蘭的韌性，可是俄羅斯的耐受力也

超出了西方的預期，因此這場已經將

全球經濟都拖下水的地緣衝突，最終

鹿死誰手還有待觀察。

日本研究團隊首次合成日本研究團隊首次合成
““莫比烏斯環莫比烏斯環””形狀碳分子形狀碳分子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

名古屋大學和北海道大學等組

成的研究團隊在19日出版的英

國科學雜志上發布成果稱，在

世界首次合成了“莫比烏斯環

”形狀的碳分子，並將其命名

爲“莫比烏斯碳納米帶”。

據介紹，這一“莫比烏

斯碳納米帶”的大小爲3.5納

米(1 納米爲十億分之一米)，

扭曲的位置可以在整個分子

上靈活移動，當紫外線照射

時會發出熒光。據稱，它可

能具有迄今爲止的碳物質所

沒有的新特性。

名古屋大學教授伊丹健一

郎表示，“希望能探索碳的新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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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廣播公司（ABC）27日消息，當地時間5月31日，美國總統拜登將在白宮
接見韓國男團防彈少年團（BTS），共同“討論亞洲包容性和代表性”，以及“解決反亞洲仇恨犯
罪和歧視問題”。

據報導，為了慶祝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傳統月（AANHPI），BTS將於5
月31日與拜登在白宮中一起慶祝該活動。

據白宮聲明中稱，拜登和BTS將討論亞洲多樣性和包容性，以及該團體如何成為全國青年榜
樣的重要性。

報導分析認為，近日在美國頻髮帶有白人至上主義色彩的槍支暴力事件，拜登接見防彈少年團
或旨在給槍支暴力犯罪激增的美國社會敲響警鐘。

據此前報導，2021年，聯合國為了促進全球外交，特別授予防彈少年團“為了未來一代和文
化的總統特別使節”，並以此身份出席第76屆聯合國大會。同時，該團體的成員在2021年9月表
示，他們不斷與粉絲交流，並喜歡自由地談論他們所面臨的亞裔仇恨問題。

該團體的成員J-Hope表示：“通過討論，我們將會了解下一代和年輕人在想什麼，隨著時間
的推移，（亞裔仇恨）情況會有所改善。”

據數據顯示，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亞洲倡導組織“停止對亞裔仇恨組織”
（Stop AAPI Hate）記錄了1萬多起針對美國亞裔和太平洋島民 （AAPI）的仇恨事件報告，相比
去年激增339%。然而，該組織人員表示，現實生活中的歧視行為遠比報告要多。

為了應對激增的亞裔仇恨犯罪事件，拜登於2021年5月簽署了《COVID-19 仇恨犯罪法案》
，要求執法部門為亞裔仇恨時間提供識別、調查和報告，並確保亞裔和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島民
社區的安全。

據悉，這並不是拜登第一次邀請明星到白宮進行宣傳，2021年，白宮曾邀請流行歌星奧利維
亞•羅德里戈和強納斯兄弟與白宮合作，為美國的全民接種新冠疫苗在TikTok上做宣傳。同時，
來自得州的無伴奏合唱團五聲音階（Pentatonix）還為此演唱了一首呼籲接種加強針的歌曲。

（綜合報導）美國德州小學日前爆發槍擊案，造成19名兒童和2名教師死亡，該事
件不僅轟動全美，還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世界網友對美國槍支暴力議論紛紛之
際，美國《大西洋月刊》於5月26日發表了一篇令人大跌眼鏡的文章，不辯解，不澄清
，還頗有一番“破罐破摔”之意……
美國對槍支暴力“躺平”？

這篇文章題為《我們要學會與槍共存》，開頭就直截了當地寫道：“關於德州小學
槍擊案，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絕對不會有任何法律因此而改變。”這不由得
給人一種感覺，美國這是要對槍支暴力徹底“躺平”？就像他們對新冠疫情“躺平”一
樣？

這篇文章引發不少網友激烈討論，國內一位名為“詩德哥爾摩情人”的網友吐槽道
：“降半旗比禁槍容易多了，怎麼會禁槍呢……”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統計，德州小學槍擊案是美國今年內發生的至少第30起中小
學及幼兒園校園槍擊案。如果將大學校園槍擊案也統計在內，這至少是第39起。而根據
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的數據，如果將一次死傷4人以上的案件歸為惡性槍支暴力
案件，去年美國發生的惡性槍支暴力案件高達693起，共有超過4.5萬人死於槍支暴力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1.7萬人死於槍支暴力。

此類悲劇頻頻發生，美國政府卻一直沒有強有力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美國不少
政客們曾提出各種槍支管控措施，然而，美國民眾對這些措施越來越不感興趣。為什麼
？他們自己心裡也清楚，控槍在美國是不可能實現的。
控槍為何這麼難？

首先，美國憲法規定，“民眾擁有並且佩戴槍支的權利不容侵犯”。要禁槍就必須修憲，
但修憲的程序非常複雜，極難實現。

拋開憲法不談，在美國國情之下，擁有一把槍對於美國人來說也算得上是“剛需”。
要知道，除了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少數幾個大城市外，美國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密度較

低，警力資源也算不上充足，這種地方，不可能像中國城市那樣到處有監控攝像頭、保安、派
出所。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有壞人破門而入，可以說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就算是
打電話報了警，警察趕來也需要一定時間。怎麼辦？警察指望不上，只能家中備把槍自保。

其次，美國的槍支製造和交易已形成一個巨大產業鏈。美國有15000家槍支製造商，年納
稅額超70億美元，廣告費數以億計。在龐大的利益面前，各種控槍努力顯得非常蒼白。
對於美國的槍支製造商來說，他們面臨的實際上只是簡單的商業問題。槍支是耐用品，並非消
耗品，是可以代代相傳的。從理論上來說，只要上一把還沒壞，就無需買下一把。因此，為了
達到銷售目標，槍支製造商必須想辦法恐嚇或鼓勵已經擁有槍的人購買更多的槍。因此，幾十

年來，他們一直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讓美國人相信，他們需要購買槍支來保護自己免受他人的傷
害。

第三，控槍不僅僅是法律層面的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控槍問題之所以難解，與美國
政治極化、利益集團與政客瓜葛等諸多問題有關。美國當前槍支氾濫局面的形成，與一些擁槍
利益集團分不開，他們的產業利益與政治完美交叉。美國一家智庫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槍支遊
說團體的行為大大超出商業層面。例如，美國全國步槍協會是共和黨的主要捐助者之一，該協
會和其他槍支遊說團體的資金早已滲透美國政界，他們能將一切可能的控槍企圖扼殺在搖籃裡
。
“一切都不會改變”

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之下，控槍難題已經成為深入骨髓的“美國之痛”，槍支暴力這一“流
行病”的終結似乎也遙遙無期。正如《大西洋月刊》發出的無奈感慨：一切都不會改變。美國
人需要適應這樣一種觀念，即在未來幾十年，包括校園槍擊案在內的難以理解的槍支暴力將會
變得越來越糟。這就是美國，這就是我們。

槍患成美國之痛槍患成美國之痛，，美媒卻呼籲與槍共存美媒卻呼籲與槍共存
三大原因道出控槍有多難三大原因道出控槍有多難

（綜合報導）一場槍擊案，讓全美的目光
聚集到了美國德克薩斯州，槍支的管理問題也
再度進入公眾視野。但是，德州州長的回應卻
被普遍認為扯上了“黨派之爭”。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5月27日
報導，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小學發生大規模
槍 擊 事 件 後 ， 德 州 州 長 格 雷 格 • 阿 博 特
（Greg Abbott）在 25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以
“收緊槍支管理的州仍然有很高的的槍擊率”
為由，反對加強槍支管控。他還表示：“芝加
哥不賣槍，但每星期休息日都有槍擊事件。我
不想這麼說，但每個週末芝加哥被槍殺的人都
比德克薩斯州的學校多”。

芝加哥市長洛里•萊特福特（Lori Light-
foot）隔空予以回擊，認為其批評芝加哥的言
論與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分歧有關。另有數據顯
示，芝加哥60%的槍支是在對槍支管理較為寬
鬆的共和黨州購買的。

當地時間24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

市一所小學發生大規模槍擊案。目前，該事件
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兒童。

此事件引發全美關注。據美國全國廣播公
司新聞（NBC News）5月25日報導，康涅狄
格州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在
參議院會議上，乞求共和黨同僚採取行動應對
槍支暴力。

“我在這裡乞求，真的是跪在地上乞求我
的同僚們，在這裡找一條出路。請與我們一起
，想辦法通過法律法規來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
。”

但面對各界的呼籲，德州州長的回應卻隱
約透露出一股黨派之爭的味道。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5月27日報
導，德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
在25日的新聞發布會被問及槍支管制的立法問
題。

作為共和黨人的阿博特表示，收緊槍支管
理並不能阻止大規模槍擊，因為在已經這樣做

的州，槍支暴力的發生率仍然很高。
“芝加哥不賣槍，但每星期休息日都有槍

擊事件。芝加哥每個週末遭槍擊的人數，也都
高於德州這起校園槍擊案。”

“實施更嚴厲的槍支管控法，就可以解決
問題嗎？看看芝加哥就知道了，這不是核心解
決方案。”

25 日晚些時候，芝加哥市長萊特福特
（Lori Lightfoot）在另一場新聞發布會上，隔
空回擊了阿博特的說法。萊特福特說，共和黨
人長期抨擊芝加哥等城市，德州州長應該專注
於處理他當前面臨的事情。

CNN轉述民權領袖和槍支暴力問題專家
的話表示，阿博特的言論既不公平，也帶有種
族主義色彩，因為他將槍擊問題與貧窮、黑人
和棕色人種社區掛鉤。此外，專家認為這種比
較是不合理的，因為芝加哥等城市的槍擊事件
性質不同於德克薩斯州小學槍擊案。

范德比爾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喬納森•梅茨

爾（JonathanM.Metzl）表示，芝加哥的槍支暴
力是系統性問題的結果，包括貧困、社區和幫
派。然而，本次校園槍擊案的發生根源與槍支
的供應和對在公共場合攜帶槍支過分寬鬆的限
制有關。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社會學家特里斯
坦•布里奇斯（Tristan Bridges）表示，阿博特
看到德州槍擊案後，將其視作一個“壞蘋果”
。而他談起芝加哥的口吻，就彷佛這座城市是
一個腐爛了的果園，“這是種族主義”。

CNN 透露，芝加哥 60%的槍支是在對槍
支管理較為寬鬆的共和黨州購買的，例如芝加
哥附近的印第安納州。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伊
州需要許可證和背景調查才能購買槍支。就
2020 年的數據而言，伊利諾伊州有 1745 人死
於槍殺，德克薩斯州有4164人。

德州州長拒絕加強槍支管控德州州長拒絕加強槍支管控：：看看芝加哥看看芝加哥，，不賣槍但每星期都有槍擊案不賣槍但每星期都有槍擊案

拜登將在白宮接見防彈少年團，討論仇恨亞裔犯罪及歧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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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百萬張消費券 廣州商圈人氣升
全市消費金額一周增17.35% 品牌酒店餐飲營收月增超80%

市民持消費券嘆茶，燃旺廣州煙火氣。廣
州市商務局數據顯示，廣州全市有191

個住宿餐飲品牌超過2,300家門店參與了消費
券活動，前三批已發生住宿餐飲消費券交易
近20萬筆。廣州粵式茶樓“點都德”有關負
責人介紹，“羊城歡樂購”消費券活動開展
後，已有5,000多位抽中消費券的“街坊們”
來嘆茶，門店客流明顯增加，堂食生意也逐
漸恢復。

引導消費者“走出家門”
廣州賓館、花園酒店、中國大酒店等品

牌酒店更是住宿、餐飲同時獲益，環比四月
餐飲營收增長超 80%，客房收入增長超
30%。廣東省餐飲行業協會程鋼秘書長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州政府住宿餐飲消費券
旨在引導消費者“走出家門”，帶動關聯性
消費，最終達成線下商業的高效復甦與繁
榮。

傳統消費商場客似雲來
“這次消費券活動帶動起的消費增長，

是廣州消費市場開始復甦的明顯信號。”廣
州市社會科學院國際商貿研究所所長何江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政府發放消費券能夠產
生四両撥千斤的乘數效應，拉動數倍於消費
券面額的消費增加，是一種提振消費市場的
有效政策工具。“在當前疫情抑制消費、特
別是線下消費的情況下，政府發放消費券是
一項合理而有效的政策選擇，在短期內可刺

激消費市場快速復甦。”
除了住宿餐飲品牌外，廣州多個商圈亦

人氣爆棚。廣州永慶坊歷史文化街區，最近
還成為了年輕潮人的聚集地。數據顯示，永
慶坊5月以來累計接待遊客量環比4月同期增
長約 10%；商戶銷售額環比 4月增長超
120%。永慶坊首家音樂現場MAO Live-
house，門票幾乎場場售罄，現場演出的搖
滾、嘻哈、流行、電子等不同風格的樂隊，
吸引了眾多“95後”至“00後”年輕人捧
場。英式復古風格的曲奇店Mami Cookies
與騎樓老街結合，也成為恩寧路一處驚喜的
風景。
北京路步行街客流量也環比上升

24.2%。結合嶺南文化和北京路特色的“大
灣墟市集”，還融入了當下流行的露營車尾
箱元素，吸引了眾多市民遊客前往打卡遊
覽。此外，潮州匯館、NBA旗艦店、高端美
妝集合店HAYDON等商家均吸引不同年齡
層的消費者關注，為線下零售帶來新的活
力。
除了商圈火爆外，傳統消費商場也客似

雲來。廣百百貨有關負責人介紹，第一輪廣
州消費券發放首日正值母親節，促進當天銷
售超2,500萬元（人民幣，下同）。第二輪消
費券發放後，推動該周周末實現銷售超1,600
萬元。僅5月21日至22日兩天，廣百股份實
現消費券交易近2,000宗，從消費品類上看，
佔比超80%以上的消費金額和交易量來源於
百貨類，其中穿戴類成為消費者首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隨着三輪百萬張消費

券的派發，廣州重新燃起火熱的消費氣氛。27日，廣州市商務局

表示，廣州已向社會發放三輪政府消費券，共計超100萬張。消費券四両

撥千斤，凸顯乘數效應。據統計，5月16日至5月24日期間，在“羊城歡

樂購”促消費活動帶動下，全市消費金額環比上一周的增幅為17.35%，

消費筆數環比上周增幅為13.49%，呈現持續向好趨勢。部分商圈銷售增

長翻倍。不少品牌酒店更是住宿、餐飲同時獲益，環比四月餐飲營收增長

超八成，客房收入增三成。

廣州派發消費券反響
商圈：
◆永慶坊歷史文化街區5月以來累計接待遊客量環
比4月同期增長約10%；商戶銷售額環比4月同期
增長超 120%；北京路步行街客流量環比上升
24.2%

百貨商場：
◆廣百百貨在廣州消費券發放首日銷售超2,500萬
元（人民幣，下同）。第二輪消費券發放後，推動
當個周末實現銷售超1,600萬元

住宿餐飲業：
◆全市191個住宿餐飲品牌2,312家門店獲得住宿
餐飲消費券交易近20萬筆；廣州賓館、花園酒店、
中國大酒店等品牌酒店環比4月餐飲營收增長超
80%，客房收入增長超30%

電商平台：
◆消費券活動為樸樸超市帶來近2萬單交易，其中
新用戶佔比28%；消費券帶動網上購物站—唯品會
近800萬元消費，使用消費券後平均客單價是活動
前平均客單價的2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連續向社會發放三輪政府消費券廣州連續向社會發放三輪政府消費券，，共計超共計超100100萬萬
張張。。據統計據統計，，55月月1616日至日至55月月2424日期間日期間，，全市消費金額全市消費金額
環比上一周的增幅為環比上一周的增幅為1717..3535%%，，呈現持續向好趨勢呈現持續向好趨勢。。圖圖
為繁忙的廣州北京路商圈為繁忙的廣州北京路商圈。。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國內疫情散發多發，4月工業企
業生產經營受到較大衝擊，利潤承壓。中
國國家統計局27日公布數據顯示，1-4月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3.5%，較一季度回落5.0個百分點，為
2020年12月以來最低。4月當月工業企業
利潤同比下降8.5%，兩年來首次轉負，
並創2020年3月以來新低。

汽車製造業受衝擊較明顯
“工業企業受國內疫情短期衝擊及

國際形勢更趨複雜嚴峻等因素影響，4月
份利潤短期承壓明顯。”國家統計局工
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解讀稱，部分地區
和行業受疫情影響較大，下拉工業企業
利潤增速明顯。1-4月，東部地區、東北
地區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分別下降16.7%、
8.1%，合計拖累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落
4.2個百分點。主要行業中，汽車製造業
受衝擊較為明顯，影響製造業4月當月利
潤下降6.7個百分點。1-4月，汽車製造
業利潤總額下降 33.4%；1-3 月為下降
11.9%。

前四個月，在 41個工業大類行業
中，19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較一季
度減少6個；利潤下降的行業增加5個達
到20個，接近一半；1個行業由虧轉盈，
1個行業持平。

1-4月國有企業利潤表現好於私營企
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
長13.9%，增速雖較一季度下降5.4個百
分點，但仍保持兩位數增長；同期股份
制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0.7%，私營企業利
潤同比由升轉降，由一季度的同比增長
3.2%轉為下降0.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降幅擴至16.2%。

中信證券認為，4月工業企業利潤增
速大幅回落，主要是疫情對製造業的衝
擊，製造業利率同比下降22.4%，小微企
業、民營企業經營壓力增大，上下游利
潤分化加劇。當前經濟形勢無論宏觀面
還是微觀面都趨於嚴峻，但積極因素也
越來越多。減稅降費、紓困幫扶政策料
持續發力，供應鏈矛盾有所緩解，疫情
形勢邊際向好，復工復產有序推進，這
些都有助於企業利潤在5月修復，6月明
顯改善。

中國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亦認為，下階段，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積極疏通產業鏈供應鏈堵
點卡點，助力企業紓困解難，為工業企業
經營狀況繼續恢復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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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 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王毅訪基里巴斯：
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發展振興是正當權利

中美關係要出困境 美須放下遏華執念
中方指布林肯涉華演講“費盡心機”“顛倒黑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針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

的涉華政策演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篇演講

洋洋灑灑，費盡心機，實質是散布虛假信

息，渲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

中國內外政策。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

反對。

當天，有記者提問，請問中方對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日前發表的涉華政策演講有何回應？
汪文斌說，這篇演講洋洋灑灑，費盡心機，實

質是散布虛假信息，渲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
政，抹黑中國內外政策。目的是遏制打壓中國發
展，維護美霸權強權。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
對。我願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人類已進入互聯互通的新時代，各國利
益休戚相關，命運緊密相連，求和平、促發展、謀
共贏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面對百年變局，要維
護世界和平穩定、應對世紀疫情、重振世界經濟，
各國應該同舟共濟、團結合作。美方渲染中國威
脅，解決不了自身的問題，反而會把世界帶向危險
的深淵。

第二，美方聲稱中國是世界秩序最嚴峻的長
期挑戰，完全是顛倒黑白。中國過去、現在和將
來都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我們維護的是以聯合
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而美方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
序”，明眼人都看得出，不過是美方與少數國家
制定的“家法幫規”，維護的只是美國主導的所
謂秩序。美方一貫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
對國際規則採取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態
度，這才是國際秩序的最大亂源。

美國拉幫結夥注定失敗
第三，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

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民主、人權都是歷史的、具
體的、現實的，只能從本國實際和人民需求出發，
探求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
皆準的模式，任何國家無權壟斷民主人權定義，無
權充當教師爺，更無權打着人權幌子干涉別國內
政。美國在民主和人權方面欠賬纍纍、劣跡斑斑，
根本沒有資格充當衛道士，更沒有權力對別國指手

畫腳。
第四，中國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主

張由各國共同掌握世界的前途命運。國與國之間要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大國更要帶
頭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際交
往新路。搞“小圈子”是開歷史倒車，拉“小集
團”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美國炮製“印太戰略”誘
拉裹挾地區國家圍堵中國，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
邊環境”，是典型的拉幫結夥，不得人心，注定失
敗。

第五，中國外交倡導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
則，致力於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強加於人。所謂“脅
迫外交”的帽子扣不到中國頭上。美國才是“脅迫
外交”的發明者和代名詞，脅迫的對象不分大小、
不分遠近，甚至不分敵友。美國慣於霸凌霸道，國
際社會深受其害。美國的這個老毛病早該改改了。

敦促美方停止散播謊言
第六，台灣、涉疆、涉港、涉藏等問題純屬

中國內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和堅定意志，中方沒
有任何妥協退讓的空間。美方口頭上說不支持
“台獨”，但說一套做一套，一再違反向中方做
出的政治承諾，企圖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助
長“台獨”勢力囂張氣焰，這才是要改變現狀，
才是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威脅。涉疆問題的本
質是反暴恐、去極端化、反分裂。所謂“種族滅

絕”“強迫勞動”早被證明是世紀謊言，美方持
續散布謠言，只會讓自身信譽進一步破產。香港
是中國的香港，“港人治港”遵循的只能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聯
合聲明》。我們敦促美方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停止利用上述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停止散播
謊言和虛假信息。我們還要正告美方，不要低估
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

美須摒棄零和博弈迷思
第七，美方口中說的是“競爭”，實際做的

是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大搞非法單邊制裁、長臂
管轄和脫鈎斷鏈，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
無理剝奪別國發展權利。這不是什麼“負責任的
競爭”，而是毫無底線的打壓遏制。中美關係要
走出當前困境，關鍵在於美方必須摒棄零和博弈
的迷思，放下圍堵遏制中國的執念，停止破壞中
美關係的言行。

汪文斌指出，中美關係正處在重要十字路口。
是對立對抗，還是對話合作？是互利共贏，還是零
和博弈？美方應該從中美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
發，作出正確抉擇，特別是要把拜登總統“四不一
無意”的表態落到實處。

“我們注意到，布林肯國務卿在演講中稱不
尋求與中國衝突和‘新冷戰’，不阻止中國發
展，不阻止中國發揮大國作用，願同中國和平共
處。我們對此拭目以待。”汪文斌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當地時間26日在
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表示，即使中
美之間存在競爭，也不應使其成為
中美關係主流和主基調。用競爭定
義中美關係只會加劇緊張，引發對
抗。

秦剛當天出席印第安納州全球
經濟峰會，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會長艾倫就中國經濟形勢、與印州
合作機遇、中國防疫政策、中美關
係等議題展開對話。他在談及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同天發表的對華政策
演講時作上述表示。

“我注意到布林肯國務卿在今
天上午的演講中特別提到美要在對
中國競爭中勝出。我想就這一點先
做個回應。”秦剛指出，中美兩國
擁有巨大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雙
邊關係的基本面是合作共贏，合作
共贏才能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即
使中美之間存在競爭，也不應使其
成為中美關係主流和主基調。用競
爭定義中美關係只會加劇緊張，引
發對抗。

秦剛說，美方所稱的競爭也不
是公平、健康的競爭，競爭應是公
平公正，基於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和世貿組織規則，讓雙方彼此
變得更好，而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
博弈，把自己的一套私規強加給對
方，更不是不擇手段遏制、打壓另
一方。這不是競爭，而是惡意對
抗，將產生危險後果。

相互尊重互諒互讓 尋求解決分歧之道
談及中美雙邊經貿對話現狀和

前景，秦剛表示，兩國間存在分歧
和摩擦很正常，關鍵是如何解決。
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雙方坐下來，
本着相互尊重和互諒互讓的原則尋
求解決之道。

首批301關稅將於7月 5日到
期，美政府正評估是否延續，相
信在座各位都希望聽到好消息。
當然如果關稅延續，我們也將奉
陪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
27日，基里巴斯總統兼外長馬茂在塔拉瓦總統官
邸會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基多位內閣部
長參加。

馬茂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候和
美好祝願，祝賀中國共產黨建黨偉大成就，表示
中國的成功對發展中國家是極大的鼓舞。中國代
表團的來訪帶來了互信、友誼和合作，對基中關
係具有里程碑意義。基中復交以來，兩國務實合
作成果斐然，基民生得到切實改善，有力印證了
中國的真誠友好和言出必行。基方堅定不移奉行
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基中復交表明，世界站在中國一邊，基里巴斯站
在歷史正確一邊。

馬茂感謝中方在疫情應對、經濟發展、基礎
設施建設中給予基方的支持幫助，表示基堅定致
力於將兩國關係提升至更高水平，為基人民帶來
更多福祉。

王毅首先轉達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候，表示

馬茂總統特意在自己家中接待我們，是把中國視
為真心的朋友。實際上從總統和基人民做出與中
國復交決定的那一天，我們就成為了朋友。中國
不僅是基里巴斯的朋友，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
可靠的朋友。我們將繼續在國際和多邊舞台為發
展中國家仗義執言，繼續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尤
其是中小國家的正當權益。

王毅說，中基復交兩年多來，兩國關係快速
發展，各領域合作向前推進，為基人民帶來實實
在在利益。兩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已成為大
小國家平等相待的典範。事實充分證明，基方做
出同中國復交的政治決斷完全符合基人民的根本
利益。

王毅強調，這個世界並不太平，疫情肆虐，
戰亂頻仍，還有隨處可見的貧困落後。但美國及
其同夥卻執意把精力集中在處心積慮阻遏中國的
發展上。其本質就是不願看到非西方力量在世界
上取得成功，不願看到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合
作。但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

家的發展振興已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我們的正當
權利，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從這一
角度來說，堅定支持中方維護核心利益，就是支
持發展中國家自己，同樣，我們幫助發展中國家
也是在幫助中國自己。中國願盡己所能，和發展
中國家一起，加快實現共同發展，攜手消除歷史
不公。

加強抗疫合作 共建“一帶一路”
雙方同意繼續加強抗疫合作。中國首批援基

醫療隊此次隨中國代表團一道抵基，將助力基方
抗擊疫情，並為基民眾提供醫療服務。

雙方同意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同“基里
巴斯20年發展規劃”加強對接，拓展各領域合
作，注重改善民生。充分發揮基資源禀賦優勢，
在保護好生態前提下，打造雙方海洋合作新亮
點。

雙方同意開展應對氣變合作，一致認為發達
國家應切實承擔歷史責任，履行對發展中國家的

氣變融資承諾，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
王毅強調，中國堅定走綠色低碳道路，同時將通
過南南合作幫助小島嶼國家應對氣變挑戰。

會見後，雙方出席了共建“一帶一路”、防
災減災、基礎設施、旅遊、民生等合作文件簽字
儀式。

同日，王毅同基里巴斯副總統托阿圖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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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斌指出，美方應該從中美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發，作出正確抉擇。圖為日前福建省泉州鯉城區一
家太陽能燈具企業生產線上趕製訂單。該公司產品主要出口地包括美國。 資料圖片

◆當地時間5月27日，基里巴斯總統兼外長馬茂
（右）在塔拉瓦總統官邸會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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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歸來王者歸來~~““西班牙葡萄牙帝國之旅西班牙葡萄牙帝國之旅””
超級版超級版1414天天1212晚晚

王者歸來~“西班牙葡萄牙帝國之旅”超級版14天12晚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與您相約
在這個秋天，讓我們一起前往被譽為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國度，暢遊二國19大名城”，飽覽南歐美景
。 出發日期：2022年9月7日-2022年9月20日 ——5/31/2022前報名立減$100

（（花旗快訊花旗快訊））慘不忍睹的德州小學槍殺案慘不忍睹的德州小學槍殺案.. 楊楚楓楊楚楓
5 月24號，美國德州發生近10年來最嚴重的校園槍擊案，一名

18歲青少年，闖入一間小學之內大開殺戒，造成19名年齡介乎7至
10歲學童和2名老師死亡，其中一名老師，十分偉大，是以自己血
肉之軀，為學生擋彈犧牲，另有多名學童受傷。槍手最後遭警方擊
斃，不過其行兇動機，尚未明朗。據悉他因家境貧窮，曾在校內受
人欺凌，而周二當天，正是其前同班同學的畢業翌日。

事件也再度引起美國槍械管制爭議，總統拜登促請美國人對抗
勢力強大的支持擁槍遊說組織。

今次慘劇發生在德州烏瓦爾德鎮（Uvalde)的羅布小學(Robb Ele-
mentary School)，槍手拉莫斯(Salvador Ramos)早上 先在家中與祖母
爭吵，憤而開槍射傷對方後，駕車逃離現場，並於約早上11時30分
在事發小學不遠處，撞入路溝翻側。 之後，他身穿避彈衣、手持步
槍和彈藥，落車走向校園，曾有校警開槍阻止，惜未能成功，網上
片段見到他走入校內一刻。官員指 「槍手見人就開槍」 ，所有死者
當時都在一個四年級的課室內，有報道指拉莫斯反鎖在課室約45分
鐘行兇。約300名家長聞訊趕到學校，目擊者指最後幾名生還師生
步出校園，只見一名小女孩滿身鮮血，家長在驚慌尖叫，生還學童
被嚇至暈倒，塲面十分駭人。

當局指遇害學生包括二至四年級學生，年齡介乎7至10歲。校

內學生事發後被疏散到一個中心，家長到該處等待子女消息，有人
在社交網尋找女兒下落，最終收到噩耗。學校原定兩天後便開始放
暑假，一名10歲遇害學童母親說一早與兒子到學校領畢業證書，他
開心期待暑假後升上初中。拍照後，她擁抱愛兒說再見後離開，豈
料從此天人永隔。另有人說，目睹朋友被射爆面倒地後嚇個半死。
有學生稱，聽到有男子破口大罵和怒吼，未幾便聽到槍聲。

有師生逃到學校隔鄰殯儀館躲避，劫後餘生的學童嚇得全身顫
抖、緊抱同學，有人驚得雙手掩耳尖叫，一名癲癇症男童更昏倒。
有學童指當時子彈射爆玻璃窗，碎片散落他們身上，有同學受傷流
血。

據悉，拉莫斯年滿18歲即買槍，並於行兇前3天上載兩支AR-15
步槍和彈匣的照片到社交網。其前同學透露，拉莫斯因家境貧窮在
校內受欺凌，包括被取笑衣著，又被笑是 「emo」 (帶有貶意的punk
友形象)、笑他說話口齒不清，又亂說他是同性戀者。該同學指他是
射擊遊戲《Call of Duty》粉絲。拉莫斯最終輟學，並於快餐店工作
，惟上月已辭職，同事指他沉默寡言，性格具侵略性及反社會。

拜登發表講話稱，對父母失去孩子深感哀痛，並問何時才能對
抗反對槍管的聲音， 「一名18歲孩子可走入槍店，並購買兩支攻擊
武器是錯誤的」

行兇後被警員擊斃的18歲槍手拉莫斯，其TikTok及Instagram帳
戶均標註 「最大行動」 。不寒而慄的是，他亦曾上傳展示兩支槍械
的照片，並tag了一名素不相識、住在洛杉磯女子的帳號，再向她發
私訊說 「你要轉發我的槍械照片」 ，該女子反問 「你的槍關我甚麼
事」 ，拉莫斯回答 「就是想tag你」 ，並說 「你要感恩我tag了你」
。直至周二即行兇當日清晨，拉莫斯再私訊該女子說 「我就快了」
，她問他 「就快甚麼」 ，他回
答︰ 「11點前告訴你」 、 「我
一小時後再發訊給你……但你
一定要回覆」 。之後他說 「我
有個小小的秘密要跟你說(I got
a lil secret I wanna tell u)」 並附
以笑面符號。在周二上午9時
16分，拉莫斯再發訊說 「我要
出去透透氣了」 。血腥槍擊案
最終在早上11時32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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