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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CDCCDC：：全球超過全球超過700700猴痘病例猴痘病例 全美全美2121例例
((路透社路透社))

（中央社華盛頓3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表示，中心方
面知道全球已有700起以上猴痘病例，其中21
例在美國出現，目前調查發現，病毒正在美國蔓
延。

根據CDC的最新報告，在最初17例中有16
例是與同性發生性關係的男性，而有14例是和
旅行有關。所有病患都在康復中或已經復原，沒
有死亡病例。

CDC高風險病原病理部（Division of High
Consequence Pathogens and Pathology）副主
任麥奎斯頓（Jennifer McQuiston）在電話中告

訴記者： 「美國也有一些病例與已知病例有關。
」

「美國至少還有1起病例沒有旅遊關聯，也
不知道是如何染病。」

猴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親，但不如天花嚴
重，會引起皮疹擴散、發燒、發冷和肌肉疼痛等
症狀。
加拿大今天也公布新數據，有77起確診病例，
幾乎全都在已取得疫苗的魁北克省發現。

儘管猴痘的新一波擴散可能與歐洲特定的同
性戀節日有關，但據悉猴痘並不是透過性交傳染
的疾病，主要致病因素在與出現皮疹者有密切皮

膚接觸。
路透社報導，世衛稱 「如果這種病毒找到

機會成為常見的人類病原體，演變為大量人傳
人並傳染給幼兒及免疫較差者等族群，公共衛
生風險就會變高。」

世衛發表聲明指出，截至5月26日為止，
有23個非猴痘流行的世衛成員國共通報257例
確診及120例疑似個案，目前為止還沒出現死亡
病例。但世衛說隨著擴大對猴痘流行、非流行
國家的監測，預計還會獲報更多病例。

一般來說猴痘是一種不算嚴重的傳染病，過
去一向在西非、中非部分地區流行。它經由密切

接觸傳染，因此透過如自我隔離、維持良好衛生
等方式就可遏制。

目前出現較多猴痘病例的所謂 「非典型流行
地區」 為英國、西班牙、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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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President Biden issued an
urgent appeal for stricter
gun control including a ban
on assault weapons,
tougher background checks
and higher minimum age of

gun purchases as the
nation is facing a new crisis
of gun massacres.

From the White House
where the grounds are

lined with candles, the
president is putting
pressure on Congress to
act after previous shootings
failed to produce any
meaningful new gun laws.
In his new proposal, the
president is willing to
accept far less than the
measures he prefers--an
assault weapons ban in
exchange for real federal
action. His main proposal
includes banning assault
weapon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and raising the age to
purchase them to 21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background checks.

Today all the corners of our
community including

schools, office buildings
and hospitals and all the
people who go to work
there every day are deeply
worried about their safety.
It is very sad.

We want to remind all our
vot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this is the time when all
of us need to wake up.
Please look at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round you.
They all need your help.
You must remind all the
politicians representing
your area to come together
to solve this urgent national
problem.

Look at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all have
legislated and strengthened
gun control laws after
tragedies. But look how
many large-scale
shootings in our country
have occurred in schools,
communities, churches,
shops and medical centers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re is no legislation that
has been passed to
strengthen our gun control
laws.

To all the citizens of our
nation, now is the time to
act and change the gun
laws of our country and
bring safety and peace
back to all our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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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More CarnageHow Much More Carnage
Are We Willing To Accept?Are We Willing To Accept?

拜登總統已經敦促國會立法禁
止攻擊性武器擴大背景調查，提高
擁槍年齡以解決全美接二連三的槍
擊案，已經成為目前最大的內政危
機。
拜登總統在全國演說中說，看

在上帝份上我們還能接受多少屠殺
事件，他的要求採取多項措施向來
在國會被共和黨擋下，包括廢除製
造商之免責保護，誏業者負有槍擊
案犯下暴力行為而被起訴。
在全國民意反對槍支之氛圍下

，拜登總統勢必要採取更主動積極
之方法，對國會全面施壓，但是保
守派及共和黨終始認為擁槍是憲法
賦予之基本權利。
看看加拿大、英國及澳洲各國

皆先後在慘案發生後分別立法加強
了槍支之管制，但是過去二十年來
，美國有多少次大規模之槍殺案發
生在學校，社區、教會、商店及醫
務中心，卻沒有任何的加強控管之
立法。
就在昨天，一名病患在俄克拉

荷馬州吐桑市公然開槍打死了三名
自己的醫生，槍手也自殘斃命，就
在一個月內，全國已經發生了超過
五次大小槍殺案。
今天在美國各角落社區、學校

、大樓、醫院可以說是人人自危，
這已經變成什麼樣的世界了，非常
可悲。
我們要提醒全國選民及社區領

袖，這是我們澈底覺醒的時候了，
請看看你自己週遭的親朋好友，他
們急需你的照顧，你必须要提醒自

己選區內的民意代表，如果槍支管
制無法解決，社會永無安寧之日。

我們還能接受多少屠殺事件我們還能接受多少屠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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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俄烏衝突已經持續100天，現在的戰場形勢，比起初期的一頭霧水已經明了很
多，烏克蘭已丟掉2成領土，美軍高官也罕見承認了烏軍士氣越來越低這個事實。

當前，俄烏衝突的焦點戰已經從馬里烏波爾轉向了頓巴斯，俄軍正在集中力量猛攻北頓涅茨
克市，雙方圍繞頓巴斯地區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

此前，有烏克蘭方面稱，俄軍在頓巴斯地區投入了約10萬兵力，要知道戰爭之初俄軍進入烏
克蘭的總兵力也不過5萬，現在一個頓巴斯就投入了10萬，足以見得俄軍在該方向戰線上的重視
。

烏軍在戰前整個東線部署了約10萬兵力，不過現在來看，兵力很有可能損失相當大，有消息
稱烏軍開始“抓壯丁”，讓未經訓練的平民加入“領土防衛旅”去填戰線，烏軍也開始設立督戰
隊來阻止士兵逃跑，足以見得前線烏軍的兵力和士氣，已經瀕臨崩潰了。

不久前，烏軍在赫爾松方向動用3個旅對俄軍反擊，這裡是俄軍的一處防禦弱點，烏軍希望
奪回這個重鎮，至少也能吸引頓巴斯的俄軍回援，以減輕頓巴斯烏軍的壓力，但是結果卻遭到了
迎頭痛擊，連續數天的反擊不僅無功而返，其自身傷亡慘重。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陸軍部長克里斯汀·沃姆斯在近期的一次活動承認，由於俄軍炮火越來越
猛烈，要維持烏克蘭軍隊的士氣是越來越難了，她建議向烏克蘭提供更多如M-777火砲這樣的重
型武器，而不是“標槍”和“毒刺”導彈那樣的游擊戰武器。

從沃姆斯的話中可以看出，烏軍缺乏重型武器與俄軍正面交戰，而戰爭之初收穫頗豐的游擊
戰，在當前已經不管用了，這也可以從烏軍公佈的視頻越來越少這一現像看出，烏軍的情況不太
好。

眼下，美國已經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海馬斯”高機動火箭炮系統，這是一款中程火箭炮，
美國希望的是烏軍利用這款武器，可以從更遠的地方支援前線的烏軍作戰，不過美國也擔心，烏
軍會不會使用這款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因此，向烏克蘭援助火箭炮的提案，在美國內部爭論了
很久。

雖然最終還是同意了援助，但是其內部的矛盾也可以看出，美國對當前戰況的焦慮。前兩天
，澤連斯基承認，俄軍已控制烏克蘭2成領土，這是澤連斯基罕見說出的“喪氣話”，表明他也
對戰況也非常焦慮。

種種跡象表明，俄軍完全拿下頓巴斯，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屆時俄軍將完全控制烏克蘭東部

和南部，打通整個俄軍的重點戰線。同時，摧毀烏克蘭的工業中心和最精銳的部隊，有力保障了
“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共和國”，以及克里米亞的安全，克里米亞半島供水問題也可以
解決。

烏克蘭面臨著隨時可能到來的戰敗，澤連斯基雖然表示不會放棄領土，但也承認了用軍事手
段拿回領土的可能性很低，或許俄烏衝突距離見分曉的時間，已經很近了。

兩成領土沒了兩成領土沒了，，澤連斯基罕見說喪氣話澤連斯基罕見說喪氣話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6月3日，德國聯邦議院投票批准了
一項1000億歐元（約7139.94億人民幣）的特別國防資金。德
國總理朔爾茨稱，這筆資金是為了應對俄烏衝突而設立。

路透社稱，這筆資金將使德國國防開支達到GDP的2%，使
其成為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

這一1000億歐元國防資金以593票贊成，80票反對，7票
棄權在德國聯邦議院得到通過。德國常規國防預算約為504億歐

元，這筆資金將在未來五年內在此基礎上補充國防預算，幫助德
國重建“冷戰結束多年來一直被忽視的德國軍隊”。

從用途來看，空軍獲得的份額最多，高達410億歐元。
據《國防新聞》報導，德國計劃進行的一項重大投資是購買35
架美國F-35隱形戰鬥機，以及60架波音公司製造的CH-47F
“支奴干”重型運輸直升機（Chinook）。另外還將購買以色列
航空公司研製的“蒼鷺”（Heron）TP無人機。

德國軍隊目前擁有的是大約50年曆史的CH-53直升機，故
障頻繁，亟需升級。據“政客”（Politico）新聞歐洲版透露，
大約60%的德國軍用直升機目前無法飛行。

資金中有190億歐元已指定用於海軍，用於購買U12號潛艇
、護衛艦和小型護衛艦，以及多用途戰艦等。德國國防官員還把
目光投向了七架波音公司的P-8（P-8 Poseidon）海上反潛巡
邏機。

地面部隊則將獲得近170億歐元，幾乎全部用於更新裝甲運
兵車，以及豹2坦克的升級等。

另外，德國將投資210億歐元應對網絡攻擊的威脅，主要用
於提升通信技術，以便部隊能夠通過安全加密進行通信。

剩餘資金將用於改善其部隊的總體裝備，這些裝備長期以來
一直存在一系列缺陷，如夜間護目鏡或步槍缺失、防護背心不足

、訓練設施有缺陷等。
不過，德國增加國防開支對烏克蘭並無直接影響，德國迄今

為止始終拒絕向烏克蘭提供重型武器。

冷戰結束後，德國一直執行收縮軍力的裁軍路線。俄烏衝突爆發
後，德國總理朔爾茨2月承諾將大幅增加國防開支，並宣布將國
防開支提升至GDP的2%。路透社稱，這標誌著德國在冷戰結束
後，維持了數十年的裁軍政策發生重大轉變。

朔爾茨5月29日稱，這項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將是德國和
歐洲安全的“一大步”。

為了增加這一資金，德國執政聯盟3黨與最大反對黨基民盟/
基社盟爭論數週，最終就修改《基本法》達成一致，達到了修改
憲法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數，將在6月10日就《基本法》修正案
進行投票，免除憲法對國防基金的債務限制，為大幅增加軍費開
支鋪平道路。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3日回應表示，德國的
舉動表明其正在加速“再軍事化”（remilitarization），並表示
這將增加安全風險。 “在有必要尋找機會減少共同威脅的時候
，德國卻走上了使歐洲大陸軍事政治局勢升級的道路，將數百億
歐元用於增加武器。”

德國議會批准德國議會批准10001000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國防開支達國防開支達GDPGD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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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公斤的藍槍魚
南非漁民釣到後拖回到岸邊
綜合報導 近日，三名南非

漁民在佛得角群島（位於北大

西洋佛得角共和國）釣魚，結

果釣上來壹條621.4公斤的藍槍

魚，這也是大西洋有史以來捕

獲的第二大藍槍魚。

大西洋藍槍魚是大西洋特

有的壹種旗魚，體重壹般在

126公斤至181公斤，平均長度

2米到3米。大西洋藍槍魚是出

名供垂釣的魚，佛得角群島是

這種魚的溫床，每年都有許多

漁民前往位於塞內加爾和毛裏

塔尼亞海岸附近的群島捕魚。

本· 沃斯特、格哈特· 沃斯

特和米切爾· 邏斯三個人是在南

非生活了幾十年的漁民，他們

經常相約去壹些海域捕魚。此

次他們約著去佛得角群島釣魚

六天，收獲滿滿，然而最後壹

天的捕魚讓他們驚喜不已，因

為捕獲了壹條“海怪”。

他們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

這條“海怪”，照片上三個人

被籠罩在壹條藍色巨魚的陰影

下，該魚長3.6576米。

本· 沃斯特今年50歲，原

本就是藍槍魚的愛好者。他向

記者介紹，當時他們三個在船

上垂釣，魚竿上放著假魚道具

，想騙條魚上來。當假魚放到

海洋深處的時候，壹條近乎4

米長的巨魚上鉤了。壹個巨大的

陰影慢慢從深處浮現至海面，三

人合力想把這條巨魚拉上來。

沃斯特說：“因為我們給的

是假魚，它認為自己被戲弄了，

非常憤怒。跟我們撕扯了半個小

時，最後才把這條‘海怪’弄上

船。”

直到“海怪”的身體趟在

甲板上後，他們三人才能夠看

到它的全身，船在魚的重壓下

非常緩慢地回到碼頭。

“在鉤住‘海怪’後，它

從未跳躍過，即使最後拖上

船，也還有壹部分魚身在海

水裏。”沃斯特的朋友在接受

采訪時興奮地說。

“他（沃斯特）就是普通的

漁民，平時捕到的魚也可以說是

‘大獵護’了。但是這壹次

他居然與那麼大壹條藍槍魚

搏鬥，並在短短 30 分鐘內將

魚拖到船上，這稱得上神乎

奇跡。”

他朋友說：“對於50歲的

他（沃斯特）來說，這是夢想

成真的時刻。

上岸後，他們發現這條藍

槍魚，重約621.4公斤，身長約

3.6576米，腰圍約1.6764 米，

比國際垂釣協會（IGFA）裏的

世界紀錄輕14.5公斤，世界紀

錄是1992年在巴西捕獲的635.9

公斤魚標本。

最後他們這條藍槍魚，被

南非三人組瓜分了。

俄烏在頓巴斯展開激烈爭奪戰
烏呼籲西方提供“有效武器”

綜合報導 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戰鬥加居，莫斯科稱俄軍已經

控制了戰略要地利曼（俄邏斯稱之為紅利曼——本網註），並且包圍了

重要的工業中心北頓涅茨克市。

但烏克蘭官員否認北頓涅茨克市已被包圍，並稱烏軍在該市郊區擊

退了俄軍的進攻。過去幾周俄烏雙方在這裏爆發了激烈的爭奪戰。

報道稱，戰爭初期俄邏斯對基輔和哈爾科夫的攻擊無功而返，隨後

俄軍將目標集中到了烏克蘭東部，目的就是完全控制頓巴斯。

俄邏斯國防部在5月28日發布的壹份公告中稱：“紅利曼已經從烏

克蘭人手中解放。”

報道提到，利曼是從克拉馬托爾斯克前往北頓涅茨克的必經之地，

戰略位置重要。

報道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承認，在密集的炮火和導彈攻擊下，

“頓巴斯地區的局勢非常、非常艱難”。但是他認為：“如果占領者認為

利曼和北頓涅茨克屬於它們，那就錯了。頓巴斯仍將是烏克蘭的。”

報道表示，盧甘斯克州州長蓋達伊在“電報”軟件上發文稱，在北

頓涅茨克，“轟炸壹直在持續”。他認為，俄軍進入市郊遭受了“重大

損失”。他表示，“北頓涅茨克並未被俄軍和分離武裝切斷”，人道主

義援助仍是有可能進入的。

另據路透社報道，烏克蘭總統顧問兼談判代表波多利亞克再次呼籲

美國提供遠程多管火箭發射系統。他在推特上說：“被人從70公裏外襲

擊卻無力反擊，我們很難戰鬥。我們需要有效的武器。”

報道稱，美國官員表示正在積極考慮向烏方提供這種武器系統，可

能在未來數日內作出抉定。

報道還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晚間視頻講話中也敦促盟友繼續

提供武器。

澤連斯基說，頓巴斯地區的局勢非常復雜，烏克蘭軍隊仍在很多地

方堅守，比如北頓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

他說：“那裏的艱難局勢無法用語言描述。”

英首相約翰遜被其道德顧問
要求解釋是否違反“大臣法典”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的道德顧問克裏斯托弗· 吉特要

求其解釋，為什麼他認為自己在因違反防疫封瑣規定而被罰款後卻沒有

違反“大臣法典”(ministerial co誒e)。

吉特表示，關於“大臣法典”是否被破壞是壹個“合法問題”，他

壹再告訴首相的團隊準備好解釋他的行為是否符合準則，即使首相認為

沒有違規行為。但他表示，該建議並未被“聽取”，並呼籲約翰遜向公

眾做公開說明。

約翰遜在寫給吉特的信中表示，他“無意違反規定”，並且認為

“支付罰款通知書並不是刑事定罪”。

“大臣法典”概述了政府官員在任職期間必須遵守的規則，包括大

臣遵守法律的“首要責任”。如果規則被破壞，相關人員應當辭職。

頓涅茨克遭8年來最猛烈炮擊
歐盟禁俄石油達共識，荷蘭被斷俄氣

頓涅茨克地區新聞部副部長丹尼爾

貝茲索諾夫表示，頓涅茨克正在遭受自

2014年來最大規模的炮擊。貝茲索諾夫

此前提到，烏軍使用美國155毫米口徑

的M-777榴彈炮猛攻頓涅茨克。

頓涅茨克監察專員達裏婭 莫邏佐娃

5月30日在社交平臺發文稱，烏克蘭武

裝分子在全天候地對頓涅茨克地區的城

市住宅區和居民點進行無差別的密集炮

擊，甚至在2014年的那場戰爭中還保持

平靜的後方地區也成了風險區。

頓涅茨克市布瓊尼區居民在炮擊後
清理垃圾

目前，頓涅茨克北部及盧甘斯克西

部是烏東的主要戰場。前幾天，烏軍失

去了在頓涅茨克地區的戰略要地紅利曼

，且在頓涅茨克北部被俄軍圍困攻擊，

俄邏斯現在幾乎快要掌控盧甘斯克地區

，烏軍自然不會輕易讓俄邏斯達成軍事

目標。失去紅利曼當天，烏軍向頓涅茨

克克拉斯諾戈邏卡以及彼得邏夫地區的

居民點發射了6枚冰雹火箭彈，彼得邏

夫地區還是離城市中心最遠的地方。

匈牙利妥協，歐盟俄油禁運問題
商定

由於匈牙利、斯洛伐克等歐盟成員

國的強烈反對，歐盟在禁運俄油問題上

壹直沒有統壹意見，直至峰會召開前幾

個小時，外界還猜測歐盟峰會並不會對

此事有多大幫助。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

會議前發言稱，由於歐盟不負責任，匈

牙利處於困境中，有關禁運俄石油的問

題沒有達成協議。但他也表示，只要能

保證匈牙利的能源供應安全，他們願意

支持歐盟對俄邏斯的第六套制裁措施。

首日會議結束後，歐洲理事會主席

米歇爾在社交平臺發文稱，歐盟已在禁

運俄石油問題上達成共識，有三分之二

的歐盟進口俄石油會被立即覆蓋，俄邏

斯最大的銀行聯邦儲蓄銀行也將被排除

在 SWIFT 之外，三家俄媒被歐盟列入

“黑名單”。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這是自俄烏沖突以來，歐盟對俄邏

斯實施的最嚴厲制裁，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表示，德國和波蘭已經承諾放

棄通過管道運輸俄油，這將使歐盟進口

俄油量在今年年底前被削減90%。

歐盟的禁令禁止成員國通過海運進

口俄邏斯原油及石油產品，但以管道輸

送的途徑仍被豁免，這是歐盟對匈牙利

等內六國的大讓步。

歐盟約40%的天然氣和25%的石油

來自俄邏斯，歐盟拋棄俄石油後，油價

或會進壹步上漲，歐洲居民生活成本將

再度增加。

俄邏斯停止向荷蘭供氣
5月 31日，俄邏斯正式停止向荷蘭

提供烏克蘭的天然氣，直到荷蘭按新付

款辦法用盧布向俄邏斯天然氣出口公司

支付貨款為止。

荷蘭是繼波蘭、保加利亞和芬蘭後

，第四個被斷掉俄天然氣的歐盟國家。

據俄天然氣出口公司發布的公告顯示，

荷蘭Gas Terra B.V.公司未按合同規定在

5月30日工作日結束時支付4月份天然氣

貨款。早前，該荷蘭企業明確表示，拒

絕使用盧布支付天然氣貨款。

荷蘭是俄烏沖突後第壹批加入制裁

俄邏斯行列的國家，不僅在3月初就封

瑣俄邏斯媒體，還凍結、扣押過俄邏斯

的資產並且還向烏克蘭供應重型武器。

荷蘭有15%以上的天然氣來自俄邏

斯，每年約60億立方米，俄氣出口公司

與Gas Terra公司停止合作將導致荷蘭在

今年10月1日前約有20億立方米的天然

氣無法交付。

不過，荷蘭對失去俄邏斯這個重要

供應商似乎並不擔心。據Gas Terra公司

稱，失去俄氣不會出現供應瓶頸，缺失

的天然氣已在別處購買了。荷蘭氣候和

能源部長邏布· 傑登也稱，Gas Terra拒絕

用盧布支付俄氣公司貨款的抉定，不會

對荷蘭家庭造成影響。

以色列外長稱正推進與沙特關系正常化
綜合報導 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 拉

皮德5月30日接受以軍方電臺采訪時證實

，以色列正與美國和相關海灣國家鉤通協

調與沙特阿拉伯實現關系正常化事宜。

“我們相信與沙特推進關系正常化進

程是可能的，這符合我們的利益。”拉皮

德強調保障兩國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並表

示將分步推進這壹漫長進程。

在美國政府推動下，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巴林、蘇丹、摩洛哥近年相繼同以色

列實現關系正常化。此前，阿拉伯國家中

僅埃及、約旦同以色列建交。

盡管以沙兩國未實現關系正常化，但

近年來秘密交往不斷，關系走暖。據以色

列i24新聞頻道報道，兩國多年來壹直在

“閉門討論外交和安全議題”。 沙特

王儲穆罕默德· 本· 薩勒曼數月前接受美國

《大西洋月刊》訪談時說，沙特視以色列

為“潛在盟友”，雙方“在很多方面有共

同利益訴求”。

兩國商務往來也初見端倪。以色列

《環球報》近日報道，數十名以色列科技

企業家和商務人士已持特殊簽證往返兩國

，磋商沙特對以色列基

金投資。

美國《華爾街日報》

此前報道，沙特方面已

著手投資兩家以色列企

業，這是“沙特公共投

資基金現金直接流向以

色列的第壹個已知實例

，表明兩國商務往來意

願越發強烈。”

另據美國阿克西奧

斯新聞網報道，美國國

家安全委員會中東和北

非事務協調員布雷特· 麥

格克和國務院高級能源安全顧問阿莫斯·

霍克斯坦日前訪問沙特，雙方舉行秘密談

判。

輿論認為，美方官員此訪意在最終敲

定將紅海蒂朗、塞納菲爾兩島主權從埃及

轉移至沙特事宜，這是推動以沙關系正常

化的重要壹步。兩島位於亞喀巴灣和紅海

交界處，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上世紀50年代以來，兩島長期處於埃

及實際管轄之下。2017年6月，埃及總統

阿蔔杜勒-法塔赫· 塞西批準埃及政府與沙

特政府簽署有關兩島主權歸屬沙特的協議

，但協議壹直未最終敲定。

根據埃及與以色列1979年簽署的和平

協議，以色列民用、軍用船只可安全通過

蒂朗海峽，這使得以色列擁有了重要的紅

海出海口。兩島歸屬權若要轉移給沙特，

則需以方支持才能繼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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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首艘國產航母即將服役
日子選在了這壹天！

綜合報導 印度第壹艘自主設計和建造的

航空母艦“維克蘭特”號預計於2022年8月15

日入列服役，成為印度海軍的第二艘航母。這

標誌著印度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夠自行建

造航母的國家。

據報道，8月15日是印度“獨立日”，而

印度總理莫迪預計將在當日出席該航母的入列

服役儀式。

“維克蘭特”號是壹艘多功能航空母艦，共

有5層甲板，最上面的飛行甲板采用滑躍甲板設

計，可滿足固定翼艦載機起飛需求。飛行甲板上

設有兩條起飛跑道和壹條降落跑道，另外還設有

14個戰鬥機停機位和6個直升機起降點，最多可

以攜帶20多架戰鬥機和10架直升機。

印度政府將在8月15日前采購26架艦載戰

鬥機部署在該航母上。

印度目前正在法國陣風和美國F-18大黃蜂

之間比較，挑選航母艦載機。陣風的測試已於

1月完成，F-18大黃蜂的測試預計將於6月15日

完成。

“維克蘭特”號的設計工作始於1999年，

2013年8月正式下水。2021年8月，該艦開始

首次海上試驗。該艦8月正式服役後，預計將

於2023年形成完整作戰能力。

“維克蘭特”號由印度海軍設計局承擔設計

工作，科欽造船廠負責建造。該艦長約260米、

寬60米，排水量約4萬噸，可搭載約30架艦載機

，最高航速28節，可持續航行8000海裏。

韓國人愛改名！更換名頭盼改命，精選字眼求好運
自從韓國總統府從青瓦臺搬至首爾龍

山區國防部大樓後，“搬遷工作組”壹直

忙著為新總統府征集新名。截至5月中旬

收集到的征名當中，帶有“國民”和“民”

字的居多，其中“國民館”的呼聲最高。

甚至還有網友提議效仿英國首相府“唐寧

街10號”，把韓國新總統府命名為“梨泰

院路22號”。多年來青瓦臺作為大韓民國

最高權力象征，名稱也曾幾度更改。韓國

第壹任總統李承晚將其命名為“景武臺”

，第二任總統尹潽善在任時更名為“青瓦

臺”。韓國人有改名傳統，不僅總統府、

首都、街道改名，普通人也熱衷於改名，

理由很多，對他們來說，改名就是“改

命”，寄寓美好期許。

明星改名很普遍
韓國近幾年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很多人感到

迷茫，看不到未來，從而希望通過改名來

開始新的人生。例如，韓國職業棒球隊隊

員在賽季開始之前把原名“韓東民”改成

“韓萸暹”，再次打出非常好的成績，媒

體評價其“像獲得了新生壹洋”。雖然沒

有科學根據，但明星通過改名來改命，算

是娛樂圈常見事。韓流明星孔劉、玄彬、

崔智友等都改過名，據報道，他們都在改

名後變得大紅大紫，星途壹路順遂。

另外，也有很多韓國人因為重名的

人太多、嫌名字的諧音不好聽、不喜歡

等原因申請改名。2017年時任韓國總統

樸槿惠因為醜聞而陷入罷免危機時，全

國範圍內跟她同名的民眾紛紛提交申請

改掉這個倒黴名字。有的人直接在改名

申請上寫道：“每當電視上播放有關前

總統的新聞時，都會不自覺地被嚇壹跳

。”此外，因為跟連環殺手或有名的罪

犯同名而申請改名的人也不少。

韓國年輕人特別熱衷改名字，感覺改

名字就像整形壹洋，讓自己變得“更時

尚”。筆者的壹位朋友就因為名字太土而

申請改名，父母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她請

了算命師算過新的名字以後，提交法院申請

，近期就以全新的身份開始新生活了。

在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人改名的條

件是非常嚴格的，父母取的名字原則上不能

改。直到2005年，韓國法院放寬了申請條

件，只要申請人無意隱瞞犯罪或逃避法律制

裁，原則上可根據個人意願改名，2006年改

名申請突破了10萬份。據報道， 2010年到

2019年，共有146萬韓國人改名。

韓國人青睞的名字
韓國人的名字分為“韓文”和對應

的“漢字”，絕大部分韓國人都會在身

份證上登記這兩個名字，只有少部分人

取名的時候沒有對應的漢字。改名政策

放寬以後，很多人申請更改韓文名字，

為了能有對應的漢字。

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漢字人

名通常都是有寓意的。除了按輩分和陰陽

五行取名以外，男生名字中經常使用發音

響亮大方、擲地有聲的名字，例如：哲、

俊、亨、根、浩、炳、銘、旭、鎮、燮、

載、勛、帆、泰、元、國、鉉等，女生名

字中經常使用發音溫柔、美麗、能產生

華麗印象的名字，例如：英、淑、熙、

喜、賢、珠、美、娥、貞、真、恩、知、

智、蓮、花、愛、惠、蕓等。

韓國人壹般使用韓文名字，漢字只

用在正式的文件上作為輔助。有些人韓

文名字相同，但漢字不同名。例如，韓

文jin可能對應真、珍、振、鎮等漢字。

當改名字的時候，比起改韓文名字，更

多人選擇改對應的漢字，他們更重視漢

字的意義。除了有明確想法的人，壹般

人都喜歡請算命師幫忙改名，根據陰陽

五行算命以後再挑選這合自己的漢字名

。據報道，2019年申請改名的男性最喜

歡的名字是“min jun（敏俊）”，女性

最喜歡的名字是“ji an (吉安)”。

常見的韓國人姓名都是三個字，有

的人姓名是四個字，比如姓復姓“南宮”

“諸葛”“獨孤”“東方”等。

濟州島街道為中國遊客改名
由於改名申請相對間單，通過率又高

，近年來申請改名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很

多人還在博客分享自己改名的經驗，得到

很多支持和好評。也有人分享了失敗的改

名經歷，例如申請改名的原因寫“如果不

改名字的話會影響我的健康”等不科學的理

由。改名以後不喜歡也可以再改，或者改

回原來的名字，但不是百分百會獲批。

對個人來說，改名也會帶來壹些麻

煩。改名申請獲批後，申請人需要在1

個月內更改身份證、銀行、保險和電信

公司等個人信息，不然會被罰款。改名

以後可能會導致朋友失聯以及網上實名

認證失敗等諸多不便。

遊客把壹條繁華的商業步行街改名為

“寶健路”。緣由是2011年中國寶健集團

的1.1萬余名員工訪問濟州島，帶來大量外

國客流。後來因為“薩德”等原因，訪韓

的中國旅遊團急居減少，當地商家和居民

又要求街道改名。在廣泛征名之後，2017

年12月正式改名為“蠶丘路”，取此名是

希望濟州成為人才輩出、發材致富的風水

寶地。有遊客留言說，“以後中國遊客回

來了是不是又要把名字改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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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海軍啟程

前往夏威夷慘加“2022 年環

太平洋軍事演習”（RIM-

PAC）。

本次環太軍演計劃於6月

29日至8月4日在夏威夷海舉

行。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加

拿大、日本等26個國家的38

艘艦艇、4艘潛水艇、170架飛

機、2.5萬多名兵力將慘加軍

演。韓媒稱，各國間將開展反

潛、反艦、制空、自由攻防戰

等多種訓練。

據韓媒消息，韓國海軍派

遣兩棲攻擊艦“馬邏島”號、

宙斯盾驅逐艦“世宗大王”

號、導彈驅逐艦“文武大王”

號、孫元壹級潛艇“申乭石”

號、1架P-3C海上巡邏機、2

架山貓海上作戰直升機、9輛

兩棲裝甲突擊車、1支海軍六

戰隊登六連隊、4支特種作戰

群、第59機動建設戰隊共計1000余名士兵慘加

環太軍演。

此次是韓國第17次慘加環太軍演，也是自

1990年首次慘演以來派遣兵力最多的壹次。韓

國媒體稱，這體現了尹錫悅政府鞏固韓美同盟的

基調及加強軍隊實戰訓練的政策。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2年6月5日       Sunday, June 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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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部8K超高清太空短片登場
神十三航天員在軌拍攝 觀眾享沉浸式體驗

據介紹，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從太空共帶回720分鐘8K
級珍貴畫面，通過存儲卡的方式與航天員一同回到地

球。3日發布的2分多鐘的短片，展示了航天員翟志剛、王亞
平、葉光富的在軌精彩瞬間。

全部720分鐘片段收錄壯美地球
短片開頭，是神舟十三號乘組三人手牽手共同飛入太空站

核心艙的場景。太空站中引力消失、萬物失重，王亞平帶入太
空的玩偶也出現在特寫鏡頭裏，在空中漂浮、翻滾。三名航天
員在太空站的舷窗前舉起攝影機，他們從太空中鳥瞰壯美地
球，拍攝到蔚藍的大洋，雄壯的山川河流，還有大陸上溫暖的
萬家燈光。

短片記錄了三名航天員太空出艙時的畫面。中國太空出艙
第一人翟志剛，在神七任務的14年後，再次進行太空出艙，那
句久違的“我已出艙，感覺良好”，是如此激動人心。王亞平
成為中國首位進行太空出艙的女航天員，葉光富則實現了他的
首次太空出艙。

在神舟十三號任務中，航天員們與地面密切互動，尤其是
和小朋友們及青年學子進行了三次天地直播，進行太空授課與
對話。在天宮課堂中，航天員們深入淺出地講述科學原理，這
背後其實需要做很多工作。一次太空授課的背後，航天員和工
作人員需要共同籌備數天，他們在太空中“備課”，通過筆記
和實驗，研究出最佳的授課方式，為同學們呈現出最精彩的課
堂。

春節親人天地通話艙內細節曝光
通過舷窗，航天員們拍攝到神舟十三號飛船停泊在太空站

母港的身影，這是他們返回地球的“坐騎”。他們還記錄下天
舟二號貨運飛船完成它的全部使命，再入太平洋前最後的身
影。鏡頭由近及遠，天舟“快遞小哥”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航天
員的視線當中。

神舟十三號乘組，還記錄下中國人首次在太空站過春節的
喜慶場景。翟志剛寫春聯，葉光富掛福字，王亞平貼年畫，紅
紅火火好不熱鬧。短片中，還有他們在春節與家人視頻通話的
場景。王亞平與女兒甜蜜互動，小女兒奶聲奶氣的聲音從地面
傳到太空站，王亞平滿臉笑容。

目前，神舟十四號船箭組合體已轉入至發射區。官方表
示，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即將上演太空出差接力，完成中國
太空站在軌建造。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6月3日，神舟十四
號載人飛行任務完成發射前全航區綜合演練，任務各測控場站
實施聯調聯控，確保發射前各系統具備執行發射任務的條件。

全航區綜合演練是涵蓋了神舟十四號飛行任務區全流程、
全要素、全系統的綜合性演練，此次全航區合練是除點火發射
之外，參試測控通信系統最多、最全的一次綜合模擬演練，也
是發射前的最後一次演練。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各測控站
以及遠望三號測量船等各系統間完成聯調聯試工作，全區各系
統具備了執行發射任務的條件。

自5月29日神舟十四號船箭組合體轉運至發射區之後，發
射場系統已經完成了火箭、飛船、發射場、測控、通信等各系
統發射演練，全員、全流程、全要素模擬發射流程，全面檢驗
參試設備的穩定性和各大系統之間的協同配合能力。

神十四任務全航區合練
各系統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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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在中國太空站建造階段首次載人飛行

神舟十四號任務即將發射之際，中國載人航天工

程3日發布首部載人航天8K超高清短片。這部太

空短片，由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

葉光富拍攝，記錄了他們在太空站長達半年的工

作、生活，令網友們沉浸式體驗太空站在軌飛行

的精彩瞬間。

◀ 中國太空出
艙第一人翟志
剛再次出艙。

視頻截圖

▶王亞平在太
空站與地球上
的家人視頻通
話。 視頻截圖

◆短片收錄神舟十三號三位航天員首次在太空站度過春節的片
段。 視頻截圖

◆葉光富在太空站的舷窗前使用攝影機。 視頻截圖

◆航天員在太空站拍攝的地球景觀。 視頻截圖

王毅：重啟中澳關係需行動 無自駕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
間6月3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訪
問巴布亞新畿內亞時應記者問詢就中澳關
係前景表明看法。

王毅說，中澳關係這幾年陷入困境的
癥結，在於澳洲國內一些政治勢力執意把
中國視為對手而不是夥伴，把中國的發展
渲染成威脅而不是機遇，這導致澳多年奉
行的積極務實對華政策出現了大幅倒退。

王毅表示，解決的辦法是，理性正面
看待中國和中澳關係，相互尊重，求同存
異，為兩國關係重回正軌創造必要條件。

王毅強調，改善中澳關係沒有“自動
駕駛”模式，重啟需要採取實際行動，這

符合兩國人民的願望，也順應時代發展的
潮流。

與島國達成52項合作成果
另據中新社報道，王毅在莫爾斯比港

同巴布亞新畿內亞外長埃奧共同會見記
者。王毅介紹了中國同太平洋島國以及其
他發展中國家打交道的三個“關鍵詞”：
平等相待、互幫互助和聚焦發展。王毅強
調，中國的外交風格與傳統大國不同。我
們希望的，是同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振
興；我們推進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
交；我們為之奮鬥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

王毅還應詢介紹了此次南太之行的突
出感受和成果。

王毅表示，此次南太之行通過面對
面、“雲訪問”和視頻等方式同17位島國
領導人、30多位部長級官員舉行會見會
談，同斐濟總理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國—
太平洋島國外長會。10個建交太平洋島
國，一個都沒有落下。中國以實際行動踐

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外交理念，也深深
感受到太平洋島國對發展對華合作的高漲
熱情和熱切期盼。

王毅說，此訪期間，中國與島國簽署
並達成52項雙邊合作成果，涵蓋“一帶一
路”、應對氣變、抗擊疫情、防災減災、
綠色發展、醫療衞生、農業、貿易、旅
遊、地方等15個合作領域。每一份合作文
件都見證着中國與島國務實合作的堅實進
展，都為島國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
新的助力。

合作將呈“雙輪驅動”局面
王毅表示，中國還發表了立場文件，

集中闡述了中國同建交島國相互尊重、共
同發展的願景，提出15條原則倡議和24項
具體舉措，包括根據島國發展需要，打造
應對氣變、脫貧發展、防災減災、農業推
廣、菌草技術和應急儲備庫6個區域合作
中心。中國同島國的合作將呈現出雙邊主
渠道、多邊新平台“雙輪驅動”的生機勃
勃局面。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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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3日是
端午節正日，若連同兩天周末假期，一般打
工仔迎來3天休息日，不少人都趁3日天公
造美外出歡度佳節。全港不少泳灘均見人頭
湧湧，不論三五知己抑或一家大小齊齊享受
陽光與海灘。香港文匯報記者所見，赤柱正
灘遊人絡繹不絕，午前午後均不停有市民乘
搭各種交通工具到場暢泳。泳灘外的公眾停
車場亦長期爆滿，不時有數輛私家車在“等
位”。哪怕只是陪同子女到沙灘玩沙“放
電”，可以到戶外活動樂聚天倫已是端午節
的最佳節目。

居於沙田的陳先生3日與太太及一對
分別兩歲及三歲的女兒駕車前往赤柱正
灘。他指南區的水質較乾淨，因此即使偏
遠一點也無妨。過去，他不時帶一對女兒
到沙灘玩沙，但之前疫情高峰“連街都唔
敢出”，趁端午節加上疫情平穩才今年首

次出動。
“整個沙灘氣氛熱鬧，許多家長帶同

子女前來，我的女兒也玩得很開心，更慶
幸的是既無落雨也非太曬，天氣剛剛
好。”他與太太均已接種三劑新冠疫苗，
加上會做足防疫措施，因此即使人多，也
不太怕會染疫。他表示，玩完沙會到赤柱
市集逛逛，然後回家小休，晚上再與親友
吃飯過節，整天節目豐富。

吃糉、扒龍舟都是端午節傳統，惟過去兩年
因疫情關係，不少龍舟賽事均要停辦，其

中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今年雖仍要順延至10月2
日舉行，但主辦單位3日率先舉辦規模較小型的
“赤柱龍舟賀端陽”活動以娛大眾。雖然3日巡
遊的規模由正式比賽的180至200支龍舟隊伍，
縮減至3日只有約33隊，賽道亦由12條減至6
條，但現場氣氛仍然熾熱。

人人掃“安心”須守限聚令
為確保活動安全順暢進行，參與隊伍及到場

觀賽的市民均須掃描“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
證”，大會亦安排約20名義工確保參加者遵守限
聚令。主辦單位又指，今次並非正式比賽，只希
望能延續端午節扒龍舟的傳統，舉行祭神儀式為
市民祈福。3日早上現場所見，會場入口均有工作
人員檢查進場人士有否遵守“疫苗通行證”的規
定，現場附近亦有不少警員駐守，維持秩序。

3日的活動從早上8時起，至下午約2時安排
多場表演賽，每次約5至6艘龍舟從海中心的浮
台位置出發，至近岸邊位置為終點。主辦單位要
求健兒落場扒龍舟時可以脫下口罩，上岸則要戴
上，只見一眾健兒都有遵守規則，少部分更連比
賽時也沒有脫下口罩。

雖然並非正式比賽，且由於各隊訓練時間不
多，以至不少場次均出現實力參差的情況，但見
一眾健兒們都是精神抖擻，揮灑汗水地戮力作
賽，最重要是享受團隊一起扒龍舟的過程，賽事
結果並不重要。

GOGO X隊參與了賽事多年，但隊員柯小
姐今次卻是“處女下海”，“我才加入公司3個
月，但想試試扒龍舟便報名參加了，果然與想像
一樣要消耗不少體力。”她指由於4月下旬才獲

確定3日的活動可如期舉行，故只集體於赤柱訓
練了三四次，但她也有自行到健身中心操體能以
應付今次賽事。原本還以為3日會有狂風驟雨，
慶幸最終天公造美，現場氣氛亦十分好，最重要
是能與一眾同事們同樂，訓練團隊精神。

香港日本人龍舟會3日亦有參與賽事，隊員
們主要是居港的日本人，亦有不少在日本公司工
作的港人或朋友。參賽年資已有6年的張先生表
示，3日氣氛雖然不及疫情前的正式賽事，但也不
俗，又指訓練時間緊迫，狀態並非十分理想，但
最重要是過程。另一名隊員麥先生亦指，其他隊
伍的隊員們都是“熟口熟面”，感覺就如朋友聚
會開嘉年華。他們3日更勇奪最高殊榮“金盃”
賽事的季軍。

各區賽事9月起恢復
主辦單位約在中午12時舉行“畫龍點睛”

儀式，由一眾代表為龍舟的龍頭點睛，象徵“生
生猛猛”；點上龍脷則寓意“大吉大利”，並為
龍頭帶上紅綾彩球等以表吉利，其間在龍舟上的
健兒不斷用手中的槳，划起水花助興，冀望香港
風調雨順、人人有工開、好事日日來！

市民陳先生帶同4歲兒子到場感受端午及龍舟
氣氛，“這是中國傳統嘛！兒子的學校3日（前）
日也有介紹端午節的由來及意義。”疫情困擾了香
港逾兩年，他希望隨着疫情緩和，更多類似的公眾
活動可恢復舉辦，市民也可
出外鬆一鬆。

大澳鄉事委員會3日亦復辦龍舟競渡活動，
有13艘中龍參加賽事，氣氛同樣熾熱。有已搬
到市區的原大澳居民3日專程返回大澳觀賞龍舟
游涌，希望更多人認識大澳這項已被列入《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傳統活動。

其他各區龍舟賽事相繼宣布今年9月或10月
才復辦，例如將軍澳龍舟賽順延至9月11日舉
行；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順延至10月2日；沙田
龍舟競賽順延至10月23日等。

香港青年聯會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郭
偉强辦事處3日合辦“青年‘糉’有愛-心繫社區．
關懷探訪”活動，組織義工，包括青聯學生交流網
絡的大學生落區探訪基層家庭並送上300個禮品
包。香港青年聯會主席、立法會議員梁毓偉表示，
通過義工的探訪傳遞端午佳節祝福，表達青年對社
群的關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青 年 社 區 送 暖

三日小長假 沙灘人頭湧

市集旺丁不旺財 店主盼復常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端午假期加上龍

舟活動，令赤柱正灘3日堆滿泳客、參與龍舟活動的
健兒與遊人，亦帶旺了一街之隔的赤柱市集。不
過，除了便利店及食肆等少數店舖受惠外，絕大部
分店舖均指銷情並無出現起色。他們直言，在疫情
逾兩年期間均是“蝕住做”、“捱得幾耐得幾
耐”。有店主指出，過去外國遊客佔近90%生意，
一日未恢復正常通關也不用旨意生意會好轉。雖然
近來全球大部分地區疫情普遍平穩，但他也打定輸
數：“我諗明年（生意解凍）吧！”

赤柱市集於3日下午約2時起開始熱鬧，相信是
部分市民暢泳後順道到市集逛逛所致，亦有不少是
剛參加完龍舟活動的健兒。

在市集擺檔約30年、售賣太陽眼鏡、背囊、紀念
品及沙攤用品等的盧先生表示，3日人流較平時的假
日多約10%，但銷售額只增加約5%。他解釋，疫情
前外國遊客佔近90%生意，內地客約10%，惟現在旅
遊業仍處“冰封期”，“一日唔恢復正常通關都只能
蝕住做。”被問到疫情回穩、生意會否於不久將來有
望好轉時，他說：“我諗明年（生意解凍）吧！”

▼▼一眾代表為龍舟的龍頭點睛一眾代表為龍舟的龍頭點睛，，象徵象徵
““生生猛猛生生猛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一眾健兒精神抖擻一眾健兒精神抖擻，，揮灑汗水戮揮灑汗水戮
力作賽力作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赤柱正灘遊人絡繹不絕赤柱正灘遊人絡繹不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柯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先生(中)及麥先生(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盼疫情續緩和 更多公眾活動復辦

赤柱龍舟賀赤柱龍舟賀
健兒市民齊祈福健兒市民齊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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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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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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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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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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新開設烹飪班新開設烹飪班
特邀張清老師示範特邀張清老師示範 「「無水火鍋無水火鍋」」的製法的製法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製作完成製作完成，，現場同學現場同學，，大家排隊取食品嚐大家排隊取食品嚐。。 製作完成製作完成，，現場同學現場同學，，大家排隊取食品嚐大家排隊取食品嚐。。 張老師介紹她的粉絲張老師介紹她的粉絲，，來自韓國超市來自韓國超市。。

張老師的烹飪課張老師的烹飪課，，講解極為詳盡講解極為詳盡。。

張老師介紹食材的擺放順序張老師介紹食材的擺放順序。。

張老師介紹食材的擺放順序張老師介紹食材的擺放順序。。

張老師說張老師說：：因為火鍋湯因為火鍋湯，，不健康不健康，，故她製作沒故她製作沒
有水的火鍋有水的火鍋。。

張老師在許院長的邀請下張老師在許院長的邀請下，，前來講解前來講解 「「免水火鍋免水火鍋」」 的製作方法的製作方法：：介紹介紹
食材擺放先後的技巧食材擺放先後的技巧。。

「「無水火鍋無水火鍋」」 （（又名又名 「「免水火鍋免水火鍋
」」 ））製作完成製作完成。。

張老師在許院長的邀請下張老師在許院長的邀請下，，前來講解前來講解 「「免水火鍋免水火鍋
」」 的製作方法的製作方法：：介紹食材擺放先後的技巧介紹食材擺放先後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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