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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基輔4日綜合外電報導）
俄羅斯 2 月 24 日全面侵略烏克蘭，戰
爭於6月3日滿100天，俄軍無法很快
征服烏克蘭，雙方陷入消耗戰；烏克
蘭方面已宣布奪回東部工業城市北頓
內茨克約20%淪陷的領土。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
出，俄軍無法很快征服烏克蘭，雙方
陷入消耗戰，而在烏東俄軍施展攻勢
的同時，國際媒體對這場戰爭的關注
多少有些消退，這也許正是俄國總統
蒲亭（Vladimir Putin）的寄望所在。

分析指出，蒲亭可能注意到，因
俄烏戰爭而加劇的能源價格和消費物
價高漲，才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民意比
較關心的問題。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
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最近表示
，在烏克蘭作戰的俄軍並未 「追趕最
後期限」，意指蒲亭的作戰時間表比
較沒有限制。

儘管當前俄軍猛轟烏克蘭東部釀
死傷，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
myr Zelenskyy）3日矢言會取得勝利。
他在影片演說中表示： 「勝利將屬於
我們。」

烏克蘭的頑強抵抗使得俄軍推進
速度變慢，迫使他們先前從首都基輔
周遭地區撤退，俄國不得不將目標轉
向占領烏東地區。

澤倫斯基當晚演說中對俄軍作為
嗤之以鼻。他說： 「起初看來具威脅
性，然後是危險…而今大概只有苦笑
，因為（俄軍）還剩下什麼？戰爭罪
行、恥辱及仇恨。」

烏國3日表示，已經在激烈的戰鬥
中收復北頓內茨克（Sievierodonetsk）
大片領土，重挫俄軍要從這座被摧殘
殆盡的城市推進的企圖。

烏東盧甘斯克州（Luhansk）州長
蓋戴（Sergiy Gaidai）告訴國家電視台
，烏克蘭部隊已在與俄軍交戰期間奪

回東部工業城市北頓內茨克約20%淪
陷的領土，且俄軍雖正在部署增援
，但這座城市接下來2週內也不太可
能淪陷。

烏克蘭內政部長莫納斯特斯基3
日夜間表示，烏克蘭情報部門正與
被俘的亞速鋼鐵廠守軍保持聯繫，
基輔當局正盡一切努力確保他們獲
釋。

原本死守馬立波（Mariupol）亞速
鋼鐵廠（Azovstal）的數百名烏軍 5 月
中旬奉命棄守後，遭到俄軍拘留，目
前命運未卜。

莫納斯特斯基（Denys Monastyrs-
kiy）在烏克蘭電視台節目中說： 「我
們是透過情報機構了解守軍的拘留環
境和飲食供應狀況，以及他們獲釋的
可能性。他們都將回到基輔，我們正
盡一切努力促其實現。」

英國國防部4日指出，俄軍在烏克
蘭頓巴斯（Donbas）地區的空中活動

依然很多，俄軍飛機使用導向式和非
導向式武器進行攻擊，並結合大規模
火砲猛轟頓巴斯。

英國國防部在推特發文表示：
「增加使用非導向式彈藥，導致頓巴

斯建築密集區域受到廣泛破壞，幾乎
肯定造成大量的附帶損失和平民傷亡
。」

推文指出，隨著俄軍作戰重點已
轉向頓巴斯，俄國對於部隊的緩慢推
進加強戰術空中支援，並結合空襲和
大規模火砲攻擊以發揮火力。

俄侵烏百日陷消耗戰俄侵烏百日陷消耗戰 烏軍奪回北頓內茨克部分領土烏軍奪回北頓內茨克部分領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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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legation led by the
Kuomintang Party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to start an
11-day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Chairman Chu said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is to
unveil the KMT office in
Washington, D.C. He also

will visit with U.S.
politicians, academics and
friends in the U.S.
Congress.

Chu visited Washington as
the KM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November
2005. He also met with
Blinken, then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He also
served 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ayor of New
Taipei City.

Today the status of the
KMT in Taiwan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lmost all the party’
s property and
non-government

institutions have been
liquidated and returned to
zero.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s an
education policy of
de-Chinese inaction. The
hatred of China has
completely wors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 Taiwan Stra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otspots in the world.

Chu was re-elect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Kuomintang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now
been in power for nearly six
years.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atmosphere, KMT

must redouble its effort in
the coming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or
otherwis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turn to power.

The Taiwan issue involve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living overseas
will never want to see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That
will destroy the country and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the
whole world.

We are urging all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be
patient and use your
wisdom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worl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mankind. 0606//0404//20222022

KMT Chairman Chu LilunKMT Chairman Chu Lilun
Visits The United StatesVisits The United States

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率領之代
表團今午抵達舊金山展開十一天之
訪美行程，朱主席表示，此行之目
的是為國民黨駐美代表處揭牌，也
將拜會美國政界學界國會，该見到
的朋友都會見。

朱立倫曾經於二O一五年十一
月份以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身份訪問
過華府，也曾會見過時任副國務卿
的布林肯，他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及
新北市長等要職。

今天國民黨在台灣之地位已今
非昔比，在執政之民進黨壓力下，
黨產及所屬民間機構几乎全被清算
歸零，加上政府執行去中國化之教
育政策，仇中反中而使台灣和中國
大陸關係全面惡化，台灣海峽成為

世界局勢之焦點。
朱立倫再次當選國民黨主席，

也是第二次回鍋，民進黨執政已經
近六年之久，依照目前之政治氣氛
來看國民黨在二 o 二四年總統大選
中必須加倍努力，否則重返執政之
路將很艱難。

中美兩大國面臨之錯综複雜關
係，台灣問題勢必是雙方博奕的盤
棋，我們身在海外的千千萬萬華人
，決不願看到海峽兩岸兵戎相見，
把數十年之建設毀於一旦，哪真是
民族之罪人，也是世界之災難，希
望大家要以最大耐心和智慧，來維
護世界和人類之和平。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美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美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仇恨與歧視仇恨與歧視————
非裔對亞裔種族仇視事件又起非裔對亞裔種族仇視事件又起

在過去兩年的疫情期間全美針對亞裔的歧視與仇
恨犯罪（hate crime）事件層出不窮, 儘管拜登總統極
度關注處置, 亞裔也一再用示威抗議表達不滿, 但似乎
無法減少, 好不容易平息了一陣子後, 最近兩個月又連
續發生幾起駭人聽聞的事件, 其中以紐約亞裔婦女在返
家進入公寓前遭非裔男子拳打腳踢而昏迷倒地以及上
星期一名亞裔男子在紐約地鐵站遭多名黑人聯手毆打
，手段之兇殘匪夷所思！

根據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的統計顯示，
2020年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49%，2021
年又再次增加339%,顯然今年也必會暴增，該校仇恨
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創始人布萊恩•萊文說，各大城
市大多數反亞裔的仇恨犯罪都有少報的情況,美國聯邦
調查局恨犯罪統計，2019年至2020年，反亞裔仇恨
犯罪增加76%以上。

而根據另外一份由研究中心收集來自美國21個主
要城市的仇恨和極端主義顯示亞裔仇恨犯罪飆升近
224%, 從2020年到2021年有114件,人數高於任何國
家自1991年以來的記錄。Stop AAPI Hate在去年11
月發佈報告，列舉從2020年3月到2021年9月全國範
圍內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1萬多起仇恨事
件。

如何界定隨機襲擊與仇恨犯罪其實不難, 由於兩者
的犯罪動機天淵之別, 只要謹慎調查，絕對可以辯識出
差異, 然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況卻是, 警方往往在第
一時間就宣稱嫌犯不是仇恨犯罪, 這明顯是包庇歹徒的
卑劣說法, 如立法者不從這方面嚴罰, 必將後患無窮。

仇恨亞裔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 最大原因在於優質
的亞裔人口不斷移入美國, 而且亞裔下一代子女在學業
與事業上凌駕各族裔之上, 自然造成素質普遍底落的非
裔與少數白人至上者心裡不平衡。白人至上者的繆思
是: 美國是他們所創建的國家, 他們篾視其他族裔, 故意
漠視不斷遷入的新移民才是打造美國強大的主因, 而且
他們更不知 ”有容乃大”是民族大熔爐的美國不凡的
器度, 記得去年那個蠻悍男子在紐約曼哈頓用腳狠踢亞
裔女性，並口出狂言道：”你不屬於這裡!”

但是當全美亞裔為反歧視與仇恨罪犯暴行義憤填
膺走上街頭，並在國會亞裔參眾議員齊力催生下,通過
了”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並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之際, 遭暴徒襲擊嚴重骨折的菲裔婦人竟透過媒體表示
,願原諒那位攻擊她的歹徒, 這位婦人的言行看似仁慈
寬恕,但根本是助長了仇恨罪犯,如執法單位不以嚴厲法
典來捍衛亞裔生命安全, 仇恨犯罪必將永無止境的發
生 !

譚德塞警告譚德塞警告：：說疫情已經結束還為時過早說疫情已經結束還為時過早，，有一種危險仍真實存在有一種危險仍真實存在
(綜合報道）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消息，該組織

總幹事譚德塞當地時間3日就新冠疫情表態稱：“現
在說疫情已經結束還為時過早，它還沒有結束。”並
強調：“出現新的、毒性更強的、能夠躲避我們疫苗
的變異毒株，這種危險仍然真實存在。”

據消息，譚德塞當地時間3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
拉迪斯拉發舉行的智庫機構“GLOBSEC”論壇上致
辭時發表的上述言論。譚德塞說，新冠病毒是一個殘
酷的證明，疫情不僅僅是一個健康危機，它觸及生活
的每一個領域：經濟、教育、家庭、就業……

關於對新冠的立場，譚德塞提及，全球範圍報告
的病例數和死亡人數已接近疫情開始以來的最低水平
。不過，譚德塞隨後強調：“然而，對這一趨勢的解
讀應該是謹慎的，因為許多國家已經減少了他們的檢
測數量，這又導致減少了他們發現的病例數量。” 他
還說：“我們確實在幾個地區看到了令人擔憂的趨勢
。美洲的報告病例數和死亡人數正在增加，而西太平
洋地區和非洲的死亡人數也在增加。”

譚德塞表示：“世界60%的人口現在已經接種了
疫苗，這有助於衛生系統應對，社會、經濟重新開放
。”不過，他強調：“然而，現在說疫情已經結束還

為時過早。它還沒有結束。”
“傳染率的增加，加上檢測和病毒基因測序的減

少，再加上有10億人仍然沒有接種疫苗，這意味著一
個危險的局面，”譚德塞警告，“出現新的、毒性更
強的，從而能夠躲避我們疫苗的變異毒株，這種危險
仍然真實存在。”他還說：“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和戒
備。”

譚德塞在致辭中還表示，無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情況，我們的狀況都比疫情開始時要好得多。 “很可
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將與新冠共存，並處理其造
成的長期後果，包括精神健康問題和新冠后遺症，我
們才剛剛開始了解這些。”不過，他還強調：“與新
冠共存並不意味著放棄和不作為——我們必須負責任
地與它共存，通過一個持續、綜合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系統來管理它。”

譚德塞的言論受到多家外媒關注，塔斯社4日發
布題為“世衛組織負責人表示，更危險的新冠病毒株
的威脅可能是真實存在的”的報導，介紹譚德塞有關
言論。報導還提及，截至6月3日，世界衛生組織累
計報告全球新冠病例528816317例，死亡病例629496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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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日本每日入境人數上限增至2萬人
放寬安全檢疫措施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自

6月1日起，日本政府放寬入境人數限

制，將此前每天1萬人的入境人數上限

上調至2萬人。

在檢疫措施方面，日本政府按照感

染風險將全球的國家和地區分成3類：

——美國、英國等感染風險較低的

98個國家和地區為“藍色”，可免除

入境檢測和居家隔離；

——99個國家和地區為“黃色”，

僅限已接種 3 針疫苗者免除檢測與

隔離；

——巴基斯坦等4個國家為“紅

色”，要求實施入境檢測並在檢疫指

定設施或家中隔離。

日本政府還將視疫苗接種狀況，抉

定是否免除入境人員在入境時的檢測和

入境後的居家隔離。

報道稱，預計約8成入境人員可免

除檢測與隔離。

此外，日本10日起還將恢復接納訪

日的外國遊客。

指
責
日
本
政
府
在
民
生
經
濟
方
面
不
力

在
野
黨
計
劃
對
岸
田
提
出
不
信
任
抉
議

綜合報導 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

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6月1日表

示，計劃對岸田內閣提出不信任抉議

案，為此開始展開協調。該黨黨首泉

健太在記者會上稱：“不能將國家運

營交給首相岸田文雄，需提出不信任

（抉議）。”

據報道，泉健太當天在國會上向

岸田追究日本物價上漲對策等相關問

題，在國會結束後，他批評岸田：

“答辯中沒有具體措施。” 泉健太還

稱，“看到2022年修正預算案的時候

，就發現非常欠缺改善日本國民生活

與經濟的具體措施”，因此計劃對岸

田內閣提出不信任抉議案，為此開始

展開協調。

關於日本物價問題，日本調查機

構帝國數據庫 5月 23日曾發布對 105

家日本上市食品企業的調查報告，跟

蹤調查2022年起已經或者將要實施的

價格調整計劃。結果顯示，截至5月

19日，累計有8385種商品計劃漲價，

平均漲價幅度為12%。報告稱，漲價

主要受食用油及小麥粉價格飆升影響

，進口小麥的日本政府銷售價較2021

年上漲了2成。據日媒此前報道，日

本小麥約9成依賴進口，由日本政府

進口小麥並銷售給國內企業，受俄烏

沖突影響，近期日本小麥制品價格飆

升。

印度突擊審查500多家中企，7月或移交執法機關，中方發出警告
綜合報導 據報道，因接到匿名舉報信，印

度政府最近正對500多家在印中企進行帳目審查

，印度企業事務部預計7月份發布調查報告，該

報告將抉定中企相關案件，會不會被移交給執

法機關，以“嚴重商業欺詐”的名義遭到進壹

步調查。

據報道，這次遭到審查的中企高達500多家，

中興、小米、VIVO、華為、阿裏巴巴等，在印設

有運營單位的企業均在審查之列。印度企業事務部

聲稱，收到匿名信舉報，稱中資企業可能存在“欺

詐”等違規行為。不得不說，印度在借題發揮壹事

上毫無新意。

2020年中印邊境爆發沖突之後，印度就曾指控

當地十幾家中資企業“逃稅”，金額共計1.33億美

元。去年4月，印方以同洋的理由，責令字節跳動

拿出1100萬美元，存入印度國有銀行作為質押。年

底，印度政府又以“做假帳逃稅”為由，對小米、

OPPO等中國移動手機制造公司進行了大規模突擊

審查。當時印度也聲稱受到了“可靠線報”，印度

稅務部門對當地20多家中企經營場所展開了檢查

，上述公司共計20多名高管被印度稅務部門帶回

並進行了質詢。

查了沒幾天，印度材政部就發布了聲明，稱小

米向美國高通、北京小米移動軟件有限公司支付的

“特權使用費和許可費”，這筆費用卻沒有體現在

商品計價上，因此違反了印度《海關法》與海關估

價規則的規定。印方要求小米追繳65.3億盧比稅款

。4月30日，印方不管不顧，將小米壹筆價值555

億盧布的外匯資產進行了凍結。後來經印度法院審

定，解除了該筆資產的凍結。

小米印度首席材務官隨後宣稱，他和他的家人

在接受審訊的過程中，受到了“身體暴力和脅迫威

脅”，這才發表了並非自願的聲明指控小米。印方

遲遲未就此事給出壹個說法，還抉定壹錯再錯。據

了解，印度企業事務部要求部分在印中企，提供人

事架構和所有權架構等詳細信息。在進行調查後，

將在7月發布相關報告，並根據報告抉定是否要將

案件轉移給，專門負責“嚴重商業欺詐”的執法機

關進行進壹步調查。

3月25日，中印兩國外長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

的會談，王毅強調“中印用同壹個聲音說話，全世

界都會傾聽。中印攜手合作，全世界都會關註。”

。這場會談是自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中方對印度

進行的最高級別訪問，外界普遍將其成為中印之間

的“破冰之旅”。可惜在如何看待

中印關系上，印度存在致命的短視

問題，始終不能理解什麼是真正的

合作共贏。

俄烏沖突以來，印度壹度因為

對俄立場同美歐鬧得很僵。美國防

長承諾願意在中印邊境問題上，

“站在印度壹邊”，拜登在亞洲之

行中拋出對華“脫鉤”，提振印度

制造業的誘餌，印度又上了鉤。

5月31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就此事進行了回應。他表示

中方正密切關註此事，將堅定支持

中國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中方關心印方，是否

會為兩國經貿投資合作營造公平、透明、可持續的

良好環境。今年和明年是不折不扣的亞洲年，中國

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鄰居，中印之間長期摩擦只會造

成地區動蕩，從而使地區外國家有機可乘。若是中

印能相向而行，亞洲地區的繁榮將蒸蒸日上。



丹麥和荷蘭公司
因拒絕以盧布支付俄天然氣被“斷氣”

綜合報導 因拒絕以盧布支付俄羅斯天然氣款，丹麥沃旭能源公

司和荷蘭加斯特拉能源公司5月31日分別收到了俄方停止天然氣供應

的通知。

沃旭能源公司當天在壹份新聞公報中證實，因該公司拒絕向俄羅斯

天然氣工業出口公司（俄氣）以盧布支付天然氣款，俄方通知將從6月1

日起停止對其供應天然氣。

公報說，公司已做應對準備以降低丹麥和瑞典大型商業客戶的“斷

氣”風險，並將不得不在歐洲市場上尋找其他渠道購買天然氣。

當天早些時候，因荷蘭加斯特拉能源公司未支付4月1日起所拖欠

的天然氣供應款，俄氣宣布即日起停止向其供氣。

此前，芬蘭、保加利亞及波蘭的天然氣公司因同樣原因陸續被俄

“斷氣”。歐盟委員會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俄烏沖突爆發前，歐盟

40%的天然氣供應依賴俄羅斯，這壹比例現已下降到大約26%。歐盟希

望這壹比例到今年年底降至13%。

英國《金融時報》5月27日援引歐盟委員會分管能源事務的委員

卡德麗· 西姆松的話報道，歐盟國家正在快速提高處理液化天然氣的

能力，盡可能多地儲存天然氣，以應對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完全中斷

的可能。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歐盟等對俄羅斯施加多項經濟制裁。俄

總統普京於3月31日簽署總統令，自4月1日起，俄方向“不友好”國

家和地區供應天然氣時將改用盧布結算。

埃爾多安首次確認：
本次將越境打擊敘利亞境內庫爾德武裝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6月

1日表示，土耳其將在敘利亞境內展開軍

事行動，旨在消滅位于敘利亞北部城鎮

塔 爾 裏 法 特 （Tal Rifaat） 和 曼 比 季

（Manbij）的“恐怖分子”。他說，此

次行動的目標是恢複土耳其沿土敘邊境

設立30公裏“安全區”的努力，以保護

邊境安全。

上周，埃爾多安曾稱將很快在敘利

亞境內展開新一輪軍事行動，但未透露

具體細節。

路透社稱，這是土方首次確認本輪

在敘軍事行動的目標。自2016年以來，

土耳其以打擊“恐怖分子”爲由已在敘

北部地區開展了四次軍事行動，向該國

推進了約30公裏，奪取了數百公裏的土

地。

據土耳其國家通訊社（Anadolu

Agency）報道，埃爾多安口中的“恐怖

分子”指的是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民兵

組織“人民保護部隊”（YPG）。土耳

其認爲，YPG是庫爾德工人黨（PKK）

的延伸，後者被土耳其、美國和歐盟列

爲恐怖組織。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們

決定在（土敘邊境）以南30公裏處建立

安全區。我們正在清除塔爾裏法特和曼

比季的恐怖分子。”埃爾多安在安卡拉

舉行的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小組

會議上表示。

埃爾多安還說，土耳其“還將對

（敘北部）其他地區一步一步地采取同

樣的行動”。

埃爾多安補充稱：“讓我們拭目以

待，看看誰支持土耳其的這些合法步驟

，又是誰阻礙了它們。”

5月24日，埃爾多安稱將在敘境內

發動新的軍事行動，目的是恢複土耳其

沿土敘邊境設立30公裏“安全區”的努

力。此前埃爾多安曾表示，由于美俄未

能履行在土敘邊境地區提供“安全區”

的承諾，土耳其人准備采取行動保護自

己國家以及敘利亞北部當地人免受“庫

爾德恐怖分子”的威脅。

在1日的會議上，埃爾多安還談到

了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一事。他重

申了土耳其的反對立場，指控兩國都支

持並爲包括YPG在內的“恐怖分子”提

供了避風港。

埃爾多安說，瑞典和芬蘭尚未向土耳

其人提供任何符合其期望的具體回應，北

約是一個安全組織，而不是支持“恐怖主

義”的機構。他強調，土耳其方面希望歐

洲國家真誠行事並解決土方關切。

自2016年以來，土耳其以打擊“恐

怖分子”爲由，已經在敘利亞北部開展

了四次軍事行動：

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土耳其軍

隊發起代號“幼發拉底河盾牌”的行動

，切斷了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控制區、位

于敘利亞西北角的阿夫林地區與其他庫

爾德武裝控制區之間的聯系；

2018年 1月，土耳其又宣布發動針

對敘利亞阿夫林地區庫爾德武裝的軍事

打擊，代號“橄榄枝行動”；

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從敘利亞撤軍後，

2019年10月，土耳其發起代號“和平之泉

”的越境軍事行動，尋求沿敘土邊界設立

一個由土方控制的所謂“安全區”；

2020年 3月，土耳其在敘利亞伊德

利蔔省對敘利亞政府軍發起代號“春天

之盾”的軍事行動。

路透社稱，四次軍事行動後，土耳

其向敘利亞推進了約30公裏，奪取了數

百公裏的土地。這一系列跨境行動受到

北約批評，其中美國曾對其實施嚴厲制

裁措施，特朗普一度揚言要“摧毀土耳

其經濟”。

人權組織也批評土耳其在敘軍事行

動，據聯合國數據，土耳其2019年對敘

軍事行動引發敘難民潮，至少19萬人背

井離鄉。2020年，聯合國敦促土耳其調

查武裝團體在其控制地區“可能犯下的

戰爭罪行”。

IAEA：伊朗濃縮鈾儲量可造核彈
未就鈾痕跡提供可信解釋

綜合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在其最新的季度報告中表示，伊朗的濃縮

鈾庫存超過了伊核協議時所允許上限

（202.8公斤）的18倍以上，高濃度鈾儲

備目前已可支撐伊朗制造核彈。

據消息，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其5月30

日公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截至5月中旬

，伊朗濃縮鈾總儲量已達3809公斤，是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即伊核協

議)限制的18倍。

此外，伊朗濃縮鈾濃度也突破了伊核

協議3.57%的限制，高濃度鈾儲備已達國際

原子能機構“重要數量”警戒線，可滿足其

制造核彈所需最少數量濃縮鈾的需求。

在同日公布的另一份報告中，國際原

子能機構還指出，伊朗目前尚未就在三處

未申報地點發現鈾顆粒提供可信解釋，這

將令其核活動的“和平”性質遭到質疑。

據半島電視台報道，以色列總理貝內

特5月31日發布一段視頻講話稱，根據以

方獲取的情報，伊朗曾竊取國際原子能機

構的相關文件，以提前僞造信息來應對針

對其核設施的檢查。

伊 朗 外 交 部 發 言 人 哈 蒂 布 紮 德

（Saeed Khatibzadeh）對此回應稱，國際

原子能機構報告片面且缺乏公正性，存在

政治化傾向。“不幸的是，這份報告沒有

反映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談判的現

實……這不是一份公正的報告，看來猶太

複國主義政權（以色列

）和其他行爲者所施加

的壓力使技術報告的路

徑轉向了政治領域。”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

構數據，目前伊朗擁有

43.1公斤濃度爲60%的鈾

，該數據自3月以來增加

了9.9公斤。此外，伊朗

還儲備有238.4公斤濃度

爲20%的濃縮鈾，自3月

以來增加了56.3公斤。

NBC 報道援引分析

稱，倘若伊朗采取額外措施將鈾濃縮至

90%的純度，那麽該國當前濃縮鈾庫存基

本可爲制造一顆原子彈提供充足原料。而

軍控專家稱，伊朗現有技術足以支撐其將

濃縮鈾濃度由60%提高至90%。

華盛頓智庫軍備控制協會（Arms

Control Association）執行主任金博爾（Da-

ryl Kimball）表示：“伊朗現在已經儲備

了足夠的濃縮鈾，可以迅速生産出超過一

枚核彈所需的大量高濃縮鈾（HEU）。他

們需要的時間現在可以用幾天來衡量，而

不是幾個月或幾周。”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

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伊朗核問題

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承諾限制其核

計劃，國際社會解除對伊制裁。2018年5

月，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隨後重啓並新

增一系列對伊制裁措施。

2019年5月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行

協議部分條款，但承諾所采取措施“可

逆”。伊朗于2019年7月7 日將濃縮鈾豐

度從 3.67%提高到 4.5%，然後在 2020

年 12月4日將其提高到 20%，並在同年4

月13 日宣布將濃縮鈾豐度提升至60%，

以回應伊朗中部納坦茲核設施遭襲事件，

而以色列被控涉嫌參與本次襲擊。

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將于下周召開

會議。路透社分析指出，若西方大國屆時

尋求通過一項批評伊朗核活動的決議，將

進一步打擊已然停滯不前的伊核談判，而

談判缺乏進展可能會導致伊朗與西方國家

之間發生新的外交衝突。

世衛非洲區域主任：
非洲有能力阻止猴痘病例數上升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主任瑪奇迪索· 穆蒂5月31日在公

報中說，截至今年5月中旬，非洲7個國家今年累計確診44例人感染猴

痘病例（下稱猴痘病例）並報告1392例疑似病例；根據對猴痘病毒及其

傳播方式的了解，非洲有能力阻止猴痘病例數上升。

公報說，上述猴痘病例來自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金）、利

比裏亞、尼日利亞、剛果（布）和塞拉利昂。

自1970年剛果（金）發現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以來，猴痘主要在

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區流行。公報說，自2017年起，非洲多國報告猴

痘病例數激增；2020年非洲猴痘疫情出現峰值，疑似病例超過6300

例，2021年疑似病例降至約3200例。公報指出，非洲猴痘病例激增

的原因仍然不明，可能與森林砍伐和居民侵占猴痘病毒動物宿主的

棲息地有關。

穆蒂在公報中說，非洲曾成功控制多輪猴痘疫情，根據對猴痘病毒

及其傳播方式的了解，非洲有能力阻止猴痘病例數上升。穆蒂呼籲非洲

各國加強針對重點人群的猴痘疫苗接種工作，並強調非洲能夠平等地獲

得猴痘疫苗至關重要。

猴痘是壹種病毒性人畜共患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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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患者密切接觸也可能感染。人感染

猴痘的初期癥狀包括發燒、頭痛、肌肉酸痛、背痛、淋巴結腫大等，之

後可發展為面部和身體大範圍皮疹。多數患者會在數周內康復，但也有

患者出現嚴重癥狀甚至死亡。

英國發布控制猴痘社區傳播指南
綜合報導 英國公共衛生機

構30日發布控制猴痘在社區傳

播的指導建議。英國衛生安全

局當天宣布，自5月以來該國

猴痘確診病例已達179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蘇格

蘭公共衛生局、威爾士公共

衛生局和北愛爾蘭公共衛生

局 30 日聯合發布指南說，鑒

於英國和其他國家正在發生

猴痘社區傳播，該指南旨在為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和公眾制定

管理疾病和防止病毒進壹步傳

播的新措施。

指南建議，可能或已確診

猴痘的人員在出現癥狀時應避

免與其他人接觸，應避免性行

為；在外出就醫時應確保遮蓋

病竈並戴上口罩，並盡可能避

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患者如

健康狀況良好，可在遵循指南

建議並接受衛生部門監管等條

件下居家隔離；與猴痘患者接

觸人員也將接受風險評估，並

在必要時需隔離21天等。

英國衛生安全局宣布，英

格蘭新報告了71例猴痘確診病

例，至此該國自5月份以來已累

計報告猴痘確診病例179例，其

中英格蘭172例。該機構表示，

目前已購買超過20000劑名為

“Imvanex”的天花疫苗。

英國衛生安全局強調，公

眾感染風險最高的情況是與猴

痘確診病例直接接觸，或接觸

到其呼吸道飛沫、受汗染的表

面和物體；傳播風險最高的時

期是從早期癥狀出現到病竈結

痂和結痂脫落。目前尚沒有證

據表明個體在早期癥狀出現之

前具有傳染性。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說

，已有23個非猴痘流行國家報

告猴痘病例。猴痘對全球公共

衛生構成“中等風險”，隨著

在猴痘流行國家以及非流行國

家的監測擴大，未來可能出現

更多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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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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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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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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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導，幾名官員3日透露，美國總統拜登原定於本月底訪問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計劃，被推遲到7月份。
報導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白宮正計劃下月對中東國家進行“廣泛訪問”，美政府一名官員稱，“我們正籌備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參加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3峰會（GCC+3）”，

“我們正努力確定日期，當我們要宣布的時候，我們會的”。
此外還有官員表示，拜登6月底的沙特阿拉伯之行將不再進行，以色列之行也將被推遲。目前尚不清楚推遲原因，該官員表示，是在3日得知行程推遲的消息，“日期仍在變化，可能會再

次改變”。
據法新社此前報導，拜登3日證實，他“正考慮”訪問沙特阿拉伯。報導稱，這將是一次徹底的逆轉。在被問及有關即將訪問的報導時，拜登說：“我不確定我是否會去。我有可能會同時

與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舉行會晤。”拜登對記者說：“如果我真的去了，沙特也會包括在內，但我目前沒有直接的計劃。”

（綜合報導）拜登在特拉華州就美國
5月份就業報告發表講話，在結束時的記者
會上被問及“烏克蘭是否應割地求和”時
，拜登回答稱，“這是他們的領土，我不
會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根據白宮網站3日消息，在當天的記
者會上有記者問道，“烏克蘭是否必須割
讓領土才能實現某種和平”，對此，拜登
回答稱，“從一開始我就說過，而且一直
在說——並非每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
任何關於烏克蘭的決定都不能沒有烏克蘭
的參與。這是他們的領土，我不會告訴他
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拜登還稱，“在我看來，未來某個時
刻，將會有一個談判達成的解決方案。我
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想也沒人知道”
，拜登說，“但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讓
烏克蘭人處於能夠自衛的狀態”。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
導，在俄烏局勢長期僵持背景下，美國及

其盟友再次呼籲需要談判來結束俄烏戰爭
。 CNN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稱，最近幾週，
美國官員一直定期與英國、歐洲官員舉行
定期會晤，討論潛在的停火框架以及通過
談判結束戰爭的可能性。報導稱，烏克蘭
方面並未直接參與這些討論。

CNN稱，美西方官員表示人們越來越
擔心，如果俄烏不回到談判桌前達成協議
，戰爭可能將會持續數年。

此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盧森堡
國民議會發表視頻講話時說，“今天，我
國約20%的領土處於佔領者的控制之下。
” 澤連斯基稱，2014年，莫斯科支持的
“分裂分子”和俄羅斯軍方控制了烏克蘭
4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還將這一面積
與荷蘭的國土面積（41528平方公里）進
行了比較。但在俄羅斯發起軍事行動三個
多月後，這一數字已增至近125000平方公
里，澤連斯基說，這一面積“遠遠超過”
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總和。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郵報》當地時間3日報導
，夏威夷瓦胡島動物救援組織“KAT慈善組織”指控
，在當地美軍斯科菲爾德軍營附近發現有多隻野貓被吹
箭射中。該組織涉事聲明還稱：“據了解，一群士兵在
最近去印度尼西亞訓練時購買了吹箭筒，並帶回了夏威
夷。” 關於此事，報導援引當地媒體的消息稱，虐待
或殺害動物的美國陸軍人員可能面臨罰款、監禁或懲戒
免職。

據報導，“KAT慈善組織”近日發布聲明稱，該
組織了解到：“有一個人或一群人在瓦胡島斯科菲爾德
軍營附近向流浪貓發射吹箭，據我們了解，一群士兵在
最近去印度尼西亞訓練時購買了吹箭筒，並帶回了夏威
夷。”該組織還稱，他們在軍營附近發現了“多只”身
體上插著吹箭的貓。

報導稱，“KAT慈善組織”發布了其中一隻被起
名為“凱特妮斯”的雌貓受傷的可怕照片，同時譴責涉
事者針對無辜動物的“無意義的、可怕的”暴力。報導
稱，凱特妮斯接受了治療，目前正在康復中。

此外，“KAT慈善組織”的創始人凱倫•泰森接
受當地媒體採訪時還稱，組織在軍營內的一家“Pop-

eyes”連鎖餐廳附近發現兩隻被“肢解”的貓，這些貓
的腹部被割開了。泰森說：“這固然非常讓人不適，但
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這些動物似乎是被故意
‘肢解’的，而不是被汽車意外撞到的。”

同時，報導稱，美國陸軍官員表示，他們正在就這
些指控展開。陸軍官員3日告訴該媒體，“美國陸軍夏
威夷駐軍在2日剛剛得知此事，並對這些報告展開了調
查，在調查進行期間，我們目前不能猜測事件細節。”
美國陸軍方面敦促任何擁有吹箭攻擊的“第一手信息”
的證人聯繫肖菲爾德軍營軍警，並稱：“不能容忍此類
行為發生在軍事基地，這也不符合我們軍隊的價值觀。
” 報導援引當地媒體的話稱，虐待或殺害動物的美國
陸軍人員可能面臨罰款、監禁或懲戒免職。

在斯科菲爾德軍營附近發生的虐貓事件在網絡上引
發議論，不少網友對襲擊貓的人發起抨擊稱：“真是瘋
了”“令人噁心”“這非常讓人不安”等等……還有人
將這件事與近日發生的致19名兒童即2名教師死亡的得
州尤瓦爾迪市羅布小學槍擊案聯繫在一起：“尤瓦爾迪
市槍手在殺害兒童之前先殺了貓。瓦胡島上的美軍是不
是窩藏了另一個潛在的大屠殺兇手。”

拜登回應拜登回應““烏克蘭是否應割地求和烏克蘭是否應割地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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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全國廣播公司4日報導，紐約亞裔美國律師協會本星期發布的
一份報告顯示，紐約市僅3%的針對亞裔美國人襲擊事件以仇恨犯罪被定罪。美國專
家對此指出，仇恨犯罪很難得到承認，而且針對亞裔美國人襲擊事件總數被嚴重低
估，辱罵推搡都應算在內。

報告顯示，2021年報告的233起針對亞裔美國人的襲擊事件中，僅7起以仇恨犯
罪被定罪。其中超過一半的襲擊事件中，亞裔女性是受害者，年齡在20至49歲之間
。紐約亞裔美國律師協會呼籲美國官員加強公共仇恨犯罪數據的收集工作，並採取
措施解決這些問題。該協會理事會成員克里斯•郭（Chris Kwok）指出，“仇恨犯罪
很難得到承認，因為人們通常很難將亞裔民眾視為受害者。”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表示，一些專家認為，美國執法人員與移民群體之間缺乏信
任、語言障礙和仇視亞裔的偏見，如針對外國人的刻板印像等，都是造成針對亞裔
美國人襲擊事件難以被定罪的原因。此外，針對亞裔美國人襲擊事件數據被嚴重低
估， 美國法學教授迪奧（Meera E. Deo）表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襲擊事件不僅
局限於我們通常聽說的毆打或潑硫酸，還應包括辱罵、吐口水、推搡、暴力威脅等
一系列行為，這些行為均已被正式定義為仇恨犯罪。”

美專家美專家：：針對亞裔美國人襲擊數據被嚴重低估針對亞裔美國人襲擊數據被嚴重低估
辱罵推搡都應算在內辱罵推搡都應算在內

拜登6月底訪問沙特和以色列計劃被曝推遲到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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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廣線一列車出軌
殉職司機救下全車

事故發生後，中國應急管理部部長黃明立即到
部指揮中心與在現場救援的消防指揮員、貴

州省應急管理廳和消防救援總隊主要負責人連
線，要求全力營救人員，配合鐵路部門盡快查明
原因，排查鐵路沿線安全風險隱患，確保高鐵安
全運行，配合地方政府組織好人員救治、疏散和
安置等工作，並派出正在貴州開展安全生產督導
幫扶的有關負責人趕赴現場協助處置。當地消防
救援隊伍立即出動52人趕赴現場緊急救援，貴州
省應急管理廳主要負責人已趕赴現場指導處置。

事發後，1名列車員、7名旅客被迅速送至榕
江縣醫院進行全力救治，已得到妥善治療，沒有
生命危險；列車上其他136名旅客已安排大巴到從
江站轉運。

網友：為啥幸運的人不能多他一個
4日晚7點30分左右，榕江縣人民醫院工作人

員表示，（傷員）現在情況基本比較穩定，但有
兩位傷情較重。“有些傷員正在考慮要去廣州或
者貴陽等地治療，想回家就近，家屬方便點，但

（具體情況）現在還不確定。”
D2809次列車值乘司機楊勇不幸殉職。經車

載數據分析，楊勇在列車行駛至榕江站進站前的
月寨隧道內時發現線路異常，在5秒鐘內採取了緊
急制動措施。列車滑行900多米，而後又得益於高
速鐵路的防撞牆和軌道結構的整體防護作用，避
免了顛覆墜落。

網友們紛紛留言致敬司機楊勇。有一名網友
留言：“這個司機明明都努力地救下那麼多人
了，為啥幸運的人不能多他一個。”

雷雨交加 當地暴雨紅色預警
自6月3日以來，中國國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

發布多條雷電、暴雨、大霧預警。其中，4日2時
41分，榕江縣氣象台將暴雨橙色預警升級為暴雨
紅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6小時，三江鄉溪口水庫
降雨量將達到200毫米以上，且降雨持續，並提醒
防範強降雨引發的次生災害。4日7時16分繼續發
布雷電黃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三小時我縣水
尾、古州、忠誠等鄉鎮雷雨天氣持續，可能會造

成雷電災害事故，請注意防範！”榕江高鐵站正
位於古州鎮境內。

貴廣線榕江站D2809次列車撞上泥石流脫線
事故發生後，鐵路部門緊急調集力量開展現場救
援。搶險救援指揮部組織了1,000多人，在現場進
行淤泥清理以及各專業設備檢查恢復工作。截至4
日晚8時，淤泥已基本清理完畢，供電、電務等各
專業人員還在對受影響的區段進行設備排查，以
盡快搶通線路。

事發前有動車安全駛過該隧道
據西南鐵路微博消息，事發前不久，曾有動

車正常駛過該隧道。4日10時05分，G2929次動
車經過貴廣線月寨隧道進入榕江站正常辦理旅客
上下車。據西南鐵路公布後續之旅客轉運及列車
停運情況，截至4日下午6時30分，D2809次上
130多名旅客已由大巴轉運至從江站，從江站根據
旅客的出行需求安排車次出行。同時，貴陽車
站、貴廣鐵路沿線各車站及相關車站公告列車停
運信息，組織旅客有序退票改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周

亞明、每日經濟新聞、中新社

及環球網報道，4日上午，貴陽北至廣

州南的D2809次旅客列車行駛在貴廣

線榕江站進站前的月寨隧道口時，撞上

突發溜坍侵入線路的泥石流，導致7

號、8號車發生脫線，造成1名司機楊

勇不幸殉職，1名列車員與7名旅客受

傷。經車載數據分析，楊勇在危急時

刻，發現危險，果斷停車，撂下了生命

中的最後一把閘，保障了車上旅客的安

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

隨着全面恢
復正常生產生活
秩序，初夏的上
海正在綻放生機
和活力。

4日上午10時許，記者在靜
安區南京西路商圈看到，星巴克
臻選上海烘焙工坊門店外，不少
顧客正排隊等候進場。

在南京西路商圈地標興業太
古匯，百餘家商戶已經復商復
市。市民們經“數字哨兵”核驗
隨申碼、測量體溫後即可有序進
場。

“宅了兩個多月 來商場適應”
在靜安寺商圈，久光百貨品

牌商戶開業超過520家，超市、美
妝、服飾、家居等業態一應俱
全。在貨品琳琅滿目的超市裏，
一名推着購物車的市民告訴記
者：“在家宅了兩個多月，趁着
端午節小長假來商場‘適應適
應’，順便‘掃掃貨’，打包一
些美食帶回家。”

正值端午假期，市民購買糉
子的熱情高漲。南京東路上，邵
萬生、新雅粵菜館、光明等幾
家老字號門口，不少市民一次購
買數十隻糉子，甚至有人一口氣
買了100個。

滬上知名文化地標——上生·
新所已於6月3日恢復開放。記者
4 日看到，市民遊客正有序通過
“數字哨兵”和“場所碼”的核
驗，在測溫後入內。園區內，有
一家三口悠閒散步，有文藝青年
打卡拍照……

在長寧區武夷路街頭，路上
的店家笑迎八方來客。幾家咖啡
店裏，店員在忙碌，機器研磨咖
啡豆的聲音此起彼伏。一家咖啡
店的主理人徐瑛婷說，6月1日恢
復營業以來，每天都忙得停不下
來。

在虹橋商圈，虹橋南豐城商
場內有超過20家綜合型兒童遊樂
體驗品牌商戶，孩子們心心念念
的“豐尚小農莊”重新開放，
“玩具反斗城”迎來如常客流，
店內不時傳來孩子們清脆的笑
聲……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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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突發泥石流 司機楊勇5秒內果斷緊急制動
◆救援人員在事故現場疏
散轉運旅客。 中新社

◆鐵路部門緊急調集力量現場救援。搶險
救援指揮部組織了1,000多人進行淤泥清
理等工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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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盛大林 珠海、澳

門 連線報道）端午小長假前，由廣東省經珠澳口岸

或水路入境澳門所持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由72小時內

放寬至7天內。澳門旅遊局把握最新利好措施，趁端

午小長假積極宣傳澳門安全宜遊形象。澳門旅遊業界

預計端午假期的客量較平日有突破，日均客量可望由

平時的一萬多人次升至兩三萬人次的水平。隨着廣東

疫情趨穩，近期澳門酒店入住率呈增長趨勢。香港文

匯報記者現場採訪發現，澳門的藥妝、手信、首飾等

店舖客流回升，路氹城區域酒店入住率達七八成。

據珠海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公布，
經珠澳聯防聯控機制協商達成一致，自6

月2日零時起，經珠澳口岸出入境人員須持有7
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有內地遊客帶上行李箱購物
端午小長假首日，澳門氣溫接近三十攝氏

度，傍晚5時許，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大三巴看
到，廣場上遊客很多，而周邊的大三巴街、大
堂街及板樟堂街都是摩肩接踵，幾近飽和。在
大三巴廣場，一對青年情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他們來自廣州。簽註需要預約，但沒有遇
到障礙。在議事亭前地，兩位提着購物袋的女
子稱她們也是從廣東來的，簽註也很順利。

“相比赴香港目前仍未實現旅客口岸常態
化通關，赴澳門遊需持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又
從72小時內放寬到7天內，更加方便。”赴澳
遊客馬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端午期間澳
門有推出一系列旅遊和酒店優惠，比如他入住
的酒店享半價特惠，加上美食、博物館等多樣
化活動，頗受遊客青睞。廣州赴澳門遊客胡小
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端午假期首日，雖然

天氣不大穩定，但澳門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
地等旅遊景區客流較多，周邊的藥妝、手信、
首飾等店舖客流回升，更有內地遊客帶上行李
箱購物。

提升內地遊客赴澳門意願
“今年5月以來口岸客流量穩中有增，而隨

着廣東疫情趨穩向好，口岸通關措施進一步放
寬，預計端午小長假乃至即將到來的暑假出入境
客流將較往常上漲。”珠海邊檢工作人員表示，
為迎接端午客流，邊檢部門加強客流研判，制定
完善勤務方案，同時加強與澳門出入境管理部門
協作，進一步優化警力和查驗通道調配，強化客
流疏導能力，確保口岸出入境安全順暢。

“珠澳通關放寬至7天核檢有效，進一步釋
出澳門安全宜遊的信息，助增鄰近地區、灣區旅
客的出遊信心，料端午節客量較平日有突破。”
澳門旅遊業議會相關負責人表示，現時平常周一
至周四的日均客量在一萬多人次、周末兩萬人
次，端午假期可望升至日均兩三萬的水平。該負
責人期待，7天核檢措施的放寬，提升內地客赴
澳門意願，可以刺激端午假期後的客量，“只要

疫情持續穩定，暑假可有較好表現。”

澳門啟動月月精彩活動攬客
據澳門酒店旅業商會相關數據，隨着廣東

疫情趨穩，近期澳門酒店入住率有所增長，普
遍入住率達50%，路氹城區域更達七至八成。
對於珠澳通關放寬7天核檢有效，酒店業界稱
是一大利好，對澳門經濟有幫助，期望端午節
小長假的旅客帶動澳門酒店入住率。如果疫情
續穩，有信心在即將到來的暑假酒店普遍入住
率達到七八成。

據介紹，目前澳門旅遊局啟動“感受澳門
樂無限”月月精彩活動。其中，澳門荷花節將
由6月10日至6月19日舉行；以“悠路環”
“薈映中葡”為主題增設9個AR互動項目，
並設酒店住宿禮券等抽獎。而澳門六月主題
“美食666”配合6月18日聯合國“可持續美
食烹調日”等一系列美食活動，宣傳澳門“創
意城市美食之都”的美譽。其間，還通過“繽
紛離島美食市集”、康公夜市以及一眾“星級
食府”及“美食+文創”藝術空間等，向遊客
展現澳門豐富的美食文化。

◆ 端午小長假
前，由廣東省
經珠澳口岸或
水路入境澳門
所持的核酸檢
測陰性證明由
72小時內放寬
至 7天內。澳
門的藥妝、手
信、首飾等店
舖客流回升。

受訪者供圖

龍
舟
競
渡
糉
子
飄
香
市
民
遊
客
同
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又見榴
花紅似火，又聞五月糉飄香，澳門迎來一
年一度的端午。這座中華傳統文化浸潤的
小城，用古老與現代結合的方式迎接傳統
節日。

廣州遊客：一下感到端午節到了
蘭香閣，一家位於澳門新頭街的傳

統茶樓，每到端午節前後就搖身一變為
“糉子盛宴”。整整三層的茶樓以往客似
雲來，在端午季，一層不再用來招待食
客，而是專門用來售賣招牌產品——糉
子。無論是巨無霸的雙黃燒腩蘆兜糉、鮮
美富足的綠豆鹹肉糉，還是甜蜜軟糯的豆
沙鹼水糉，融合着糉葉的清香，總是能迎
來各自的粉絲。

澳門市民蔡女士挑選了瑤柱口味的糉
子。她說，來這裏買糉子是因為出名，糉子
品種多。之前已經買過一些，不夠，現在又
來買，用作送禮。“我們是老字號，糉子
質量把關很嚴，每年銷售情況一般都很理
想。”老闆陳志偉說。

南灣湖畔百舸爭流
每逢端午，南灣湖畔龍舟競渡、百舸

爭流，小城洋溢着濃厚的節慶氣氛。由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澳門龍舟總會
主辦的2022澳門國際龍舟賽，在南灣湖水
上活動中心舉行。當天的南灣湖畔，彩旗
飄揚，鼓樂喧天，多支龍舟勁旅乘風破
浪、奮力求先，競逐各項錦標殊榮。廣大
市民和旅客也在防疫要求下，親臨觀賞精
彩賽事，共慶端陽。

以往三天的龍舟賽，前兩天是澳門本
地企業、社團組織的隊伍參賽，最後一天
是國際賽事。由於疫情影響，今年澳門國
際龍舟賽只有本地隊伍共122支報名參
賽。端午當日舉行的是500米標準龍多個
組別的決賽。

◆參賽隊伍在澳門龍舟賽中角逐。 新華社

澳門藥妝首飾店舖客流回升 路氹區域酒店入住率達七八成

珠澳出入境珠澳出入境
核檢證明寬至核檢證明寬至77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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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方航空 公司之MU5735班機於今年3月21
日在廣西墜毀之慘重意外，機上132人全數罹難，
距今己有74天，中國官方尚未有調查结果公佈。
不過美國媒體卻自己宣稱：失事班機上的黑盒子
己經尋獲，經過一番連串查驗，顯示當天班機駕
駛艙內， 「有人故意」 動用手腳，使飛機急速俯
衝向下，以使飛機無可選擇，墜毀於山谷內，全
部機毀人亡。

這個是最大影響力的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
知情人士報導，而且乃來自美國官方的初步評估
，從今年 3 月在中國廣西墜毀的東方航空客機
MU5735上取得的黑盒子飛行數據表明，駕駛艙內
有人故意讓飛機墜毀。

東航客機墜毀當天，中國媒體曾報導指稱，東
航客機失事前，兩分鐘內從8千公尺高度急降，幾
乎是 「垂直墜落」 。事發後東方航空公司一度下
令停飛該公司所有同型的波音737-800飛機，但
並未指出該款飛機有發現有任何機械故障問題，
因此在失事爆發後的一個月，即今年4月中，同型
號的美國機隊， 既中國大陸上空，恢復全面飛行
。

一名西方官員對路透表示，初步調查並未發現

該款飛機上有任何技術故障跡象，重點反而是該
飛機上的飛行組員的任何行動。

事故客機製造商波音公司（Boeing）和美國國家
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拒絕對此報導作出進一
步的置評，並且將問題轉給中國監管機構來作更
深化的調查搜索。

中美雙方如施重視今次特大空難事故，乃是困
擾於當天

從 昆 明 飛 往 廣 州 的 東 方 航 空 MU5735 波 音
737-800客機為什麼會從巡航高度，無緣無故地突
然墜落，並墜毀於廣西藤縣山區，至今機上123名
乘客和9名機組員全部遇難。這是中國大陸28年
來最致命的空難。

當局表示，飛行員在客機快速下降期間，並未
回應空中交通管制員和附近飛機的反覆呼叫。

《華爾街日報》指出，至今它們未能立即連絡
中國東方航空作出置評，但該公司先前在聲明中
表示，沒有證據可以確定事故客機是否存在任何
問題。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沒有立即回應路透的置評
請求。

東方航空在今年4月中復飛737-800客機。此外

，據專家稱，中國監管機構在上月公布的初步墜
機調查報告摘要中，並未指出對737-800客機的
任何技術建議，該機型自1997年投入服役以來，
一直保有良好的安全紀錄。

NTSB主席霍曼迪（Jennifer Homendy）在本月10
日接受路透訪問時說，NTSB調查人員和波音公司
已前往中國協助中國當局調查。她說，截至目前
的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必須採取緊急行動的安全問
題。

她稱，若NTSB有任何安全疑慮，將會 「發布緊
急安全建議」 。此外，NTSB還協助中國調查人員
審查存放NTSB美國實驗室的飛行資料記錄器和駕
駛艙通話記錄器。

東航空難發生後，網路上曾出現 「空難事故鎖
定副駕駛人為因素」 的傳言，中國民航局還在4月
11日召開記者會澄清說 「是謠言」 「已報警處理」
。

經調查，當班飛行機組、客艙機組和維修放行
人員資質皆符合要求；事故飛機的適航證件沒過
期，飛機的檢修未超過規定的檢查時限，當天航
班起飛前和短停放行都無故障報告、無故障保留
，飛機上也沒有申報為危險物品的貨物；此次飛

行涉及的航路沿途導航和監視設施、設備未見異
常，無危險天氣預報；在偏離巡航高度前，機組
和空管部門的無線電通信和管制指揮未見異常，
最後一次正常的陸空通話時間為14點16分。

目前機上兩個黑盒子因撞擊嚴重受損，數據修
復和分析工作仍在進行中。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規定，在事故日起
30天內，調查組織需向國際民航組織和參與調查
國發送調查初步報告，其內容通常為當前所獲得
的訊息，不包
括事故原因分
析和結論。

中國網友看
完 報 告 都 說
「說了跟沒說

一樣」 、 「聽
君一席話，如
聽一席話」 、
「說了好像什

麼都沒說一樣
，如在五里夢
中」

北美油煙機北美油煙機Range HoodRange Hood怎麼選怎麼選??
我是一名從加州搬到德州的IT工程

師，我和我老婆今年九月在休士頓糖城
(Sugar Land)買了新房子。身為北美華
人一般家庭都會需要一臺大吸力油煙機
。於是我們透過網路開始尋找各品牌其
產品，但因我和我老婆討論過後覺得側
吸式黑色玻璃比較好看。所以就沒有把
媽媽樂、太平洋那種傳統頂吸式不鏽鋼
油煙機納入考量。我在網上搜尋到離我
家最近的兩家油煙機銷售門店，位於休
士頓糖城的方太和樂廚家居。方太、老
闆是大陸數一數二的高端廚電品牌，樂
廚則是北美品牌，專門為在美華人定製

廚房電器。但老闆只在官網進行查看，
所以我並沒有看過實體機型，其它兩家
都位於糖城 77478 百佳 (Jusgo)超市

Plaza裡。
Google地圖標註兩家門店的位置

方太門店

樂廚門店
我在公司官網上搜尋了這三家30

寸的側吸式油煙機(方太JQG7505、樂
廚X800B PRO、老闆A672)的功能、
各項數據以及價錢來做一個對比總結

以下為三家高端機型對比表（中、
低端機型不再比較範圍內）

基於以上官方數據對比後，主要從
五個維度進行總結。(沒有經過數據實測
驗證)

一、吸力:老闆A672 1080CFM略
微高一些，另兩款為1000CFM，所以
三款差異不大。吸力覆蓋面積來說樂廚
最好，攏煙版做到開合120度面積最大
。老闆是105度，方太是90度。

二、噪音:方太JQG7505噪音最低
，最大值為56.5，樂廚X800B PRO是
59，老闆A672是67。

三、清潔:三臺都是玻璃機身和大油
槽很方便清潔，但只有樂廚有自清潔功
能，所以更便於打理。

四、外觀:方太和樂廚外觀非常相似
，屬於簡約高大上風格。老闆是超大攏
煙版和上掀式設計。

五、價格:以2021年黑五價為例，
樂廚X800B PRO是$849，價格最優。
老闆A672是$1049，方太JQG7505是
$1249。

我們最後選擇購買樂廚 X800B
PRO，原因其實很簡單，其一是樂廚的
價格比起方太、老闆來說更佳親民，其
二是樂廚X800B PRO多了自清潔功能
，這是我老婆非常需要的關鍵功能，後

來也買了樂廚的爐竈，15000BTU火力
還蠻大的！這套搭配顏值真的很不錯。
最後樂廚的質保非常有誠意，且門店的
銷售人員非常有耐心回答油煙機各種專
業問題，所以我們選擇了性價比高的樂
廚。

以上只是我的個人觀點，對於不同
家庭需求及喜好可以自行前往各門店體
驗比較。

分享一下使用樂廚X800B PRO兩
個星期後的心得，付款後很快安裝完就
直接使用了。老婆比較滿意，煮一頓飯
油煙消失了，噪音也不是很大。我覺得
最壞的缺點就是，無法在樓上猜測晚餐
煮什麼了。清潔上我們只是使用濕毛巾
簡單的擦拭。

樂廚家居旗艦店，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er land, TX 77478
，電話：832-328-3157。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東航墜機似人為東航墜機似人為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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