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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長稱整年難甩通膨 衰退機率高於金融海嘯
（中央社）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今
天表示，美國消費者整個 2022 年恐都
得經歷難以忍受的高物價，預期經濟
將放緩；經濟學家預測未來 12 個月出
現衰退機率甚至高於 2008 金融海嘯時
期。
美國今年 5 月的通膨年增率攀升至
40 年來新高的 8.6%，顯示物價壓力正
趨於難解，迫使聯準會（Fed）6 月中
宣布 28 年來幅度最高的升息 3 碼。
葉倫（Janet Yellen）接受美國廣播
公 司 （ABC） 政 論 節 目 「本 週 」
（This Week）專訪時說： 「我預期經
濟將放緩；今年以來通膨一直都很高
，今年剩下的時間也都會持續高通膨
。」
她表示造成目前通膨居高不下的
原因 「是全球性而非地區性」，包含

俄烏戰爭造成的能源供應中斷和中國
防疫封城讓商品出口受阻， 「這些因
素不太可能立即消退，與全球形勢相
關的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
數十名接受 「華爾街日報」訪談
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出現經濟衰退的
可能性大增，目前認為未來 12 個月出
現率退的可能性達 44%，這種程度過去
甚至剛要實際進入衰退才會看到。
華爾街日報前次於 4 月所做的訪查
，經濟學家們平均認為未來 12 個月內
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為 28%，1 月時
更僅 18%。
華爾街日報指出，自從他們 2005
年中起開始做這種訪查以來，鮮少看
到 44%的衰退預期率。2007 年 12 月所
做的那次後來遇上 2008 年爆發並延續
至 2009 年的金融海嘯，當時經濟學家

們給出的衰退機率也不過 38%。
預測者這次出於多重因素而提
高衰退可能性預測，包括借貸成本
上升、通膨速度加快、供應鏈問題
及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大宗商品價格
衝擊。此外，大多數還認為聯準會
重手升息卻想在不造成更高失業率
和經濟衰退下遏止通膨，可能性越
來越低。
大和資本市場美國有限公司
（Daiwa Capital Markets America Inc.）
首席經濟學家莫蘭（Michael Moran）
說： 「聯準會正猛踩剎車（遏止通膨
）..這樣的情況就很難避免衰退。」
這次最新訪談顯示，經濟學家們
預測，年底時的通膨年增率將達 7%，
高於 4 月時研判的 5.5%；華爾街日報於
聯準會升息 3 碼後，立刻於 6 月 16 到 17

（路透社
路透社）
）

日訪談 53 位經濟學家。
大型策略諮詢公司安永-巴特農
（EY-Parthenon）首席經濟學家達科
（Greg Daco）說： 「如今我們相信美
國經濟未來幾個月走向溫和衰退，雖
然消費者今夏在休閒、旅遊等方面仍
保有餘裕，但通膨持續攀升的背景、
大幅升息和股價暴跌恐削弱購買力，
嚴重限縮房地產活動及企業投資、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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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後陳果仁事件之省思
四十年前住在密西根州汦
特律市附近的華裔陳果仁被兩
名白人汽車工人用捧球棍追打
致死， 四十年後的今天亞裔美
國人仍然處於憂慮及不安之中
。
陳果仁遇害時， 正值日本
汽車製造商崛起和美国汽車業
在崩潰之中 ，因而助長了反亞
裔情緒， 隨著時間之推移 ，陳
果仁事件已被逐漸淡忘。
如今， 由于疫情 中美關係
破裂， 全美各地反亞裔事件激
增之中， 此時此刻全美亞裔社

區是吸取教訓和反省之時刻了
。
當疫情開始之時 前總統川
普等人反覆使用“中國病毒”
“功夫流感”等不當詞彙 ，這
些行為助長了對亞裔尤其是華
裔之仇恨行徑， 這和四十年前
陳果仁事件之氛圍十分相似。
最近在底特律地區的華亞
裔社團將舉辦為期四天之系列
活動，包括音樂、 電影及宗教
儀式 ，以喚起人們對陳果仁事
件之教訓。
今天亞裔在美國之移民人

數還在不斷增加， 雖然我們在
事業成就上令人括目相看， 但
是我們在政治地位上仍然十分
脆弱， 而且團結力量不夠。
我們要再度呼籲 ，亞裔社
區應大力加強組織以爭取民權
公平正義之全國性團體， 學習
黑人 、猶太人之民權組織， 可
以動員全國各大小城市之力量
來維護我們應有之權利。

Vincent Chin Tragedy
Forty Years Later
40 years ago, a Chinese American,
Vincent Chin, was beaten to death
with a baseball bat after being
pursued by two white auto workers
in 1982.
The tragedy happened at the time
of the rise of Japanese carmak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Detroit auto
industry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a
rise in anti-Asian racism.
Today with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killing of Vincent Chin
approaching this month, the surge
in anti-Asian violence is a very big
worry in the Asian community.
Since Covid-19 was first detected
in China two and a half years ago,
President Trump used terms like
“Chinese Virus” and “Kung Flu
” to describe the pathogen that

started the pandemic,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living daily
with an increasing fear of racism.

Vincent Chin tragedy is a case we
all should remember.

The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in Detroit will hos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music, movies
and religious services to teach
people the lesson that should be
learned from the Vincent Chin
tragedy.
We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call on
the Asian community to vigorously
support the national groups that
strive for civil rights and justice.
Learning from the
African-American and Jewish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can help us to
mobilize and strengthen the whole
nati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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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六月節沉思
李著華觀點
六月節沉思-- 奴隸與驕傲男孩
六月節（Juneteenth）是美國政府為紀念結束奴
隸制度而於去年才增訂的聯邦假日, 這個節日是由英
文 6 月（June）和第 19（Nineteenth）兩個單字聯合
組成,這一天全美各州都放假舉行活動慶祝奴隸得到解
放與自由。
拜登自從去年上任美國總統以來殷切期望族群融
合, 在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性數票通過”六月國家獨
立 日 ” (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 後
立即簽署為法律, 成為美國第 12 個國定假日, 速度之
快極為罕見, 這也是自 1983 年美國明訂馬丁路德金
恩紀念日以來,國會所批淮的第一個國定假日, 意義非
比尋常。 美國的黑人奴隸儘管早已經解放, 但非裔的
地位依然不高,直到前年明尼蘇達州非裔黑人佛洛伊德
的生命權利被剝奪, 慘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才使美
國嚴肅的正視”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事實上美國現今仍存在許多關乎種族平等的問題
, 各州學校在編輯與教授族裔課程也爭辯不休, 就連去
年 1 月 6 日民眾攻擊國會山莊，重創民主殿堂的歷史
恥辱事件都因共和黨高層畏怯川普惡勢力, 恐懼失去
川粉選票而不敢配合民主黨進行調查, 現在國會正如
火如荼進行聽證會, 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針對那場國會
遭襲擊提出詳細證據，顯示川普策反暴徒湧入國會大
廈的證據確鑿, 但委員會主席眾議員本尼湯普森卻表
態, 該小組不會把川普或他身邊的幕僚以刑事移交司

法部, 湯普森發言後立即遭到其他成員反對, 認定川普
明知 大選失敗，但拒絕接受，還積極推動陰謀論以及
不斷做錯誤的虛假陳述與煽動暴力, 所以在他慫恿下,
超過 2000 多名支持者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組織“驕傲
男孩”（Proud Boys）甩開路障帶領群眾長驅直入民
主法治最高殿堂以阻礙由副總統主持的認證程序, 結
果暴徒與警察發生嚴重衝突，造成 5 人死亡，超過
140 人受傷的悲劇, 舉世嘩然!
國會大廈是美國立國 200 多年來最足以為傲的立
法所在地, 匯集了全美 50 州民意代表,但當他們正在行
使總統認證時, 暴徒竟佔領了他們的講臺，使他們成
為驚弓之鳥,嚇得落荒而逃，非常難以想像這一幕場景
會發生在民主法治的美國,這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見,
堪稱美國之恥!
“驕傲男孩”組織近年來的崛起是美國最大隱憂
, 這個極端右翼年輕白人至上沙文主義者獲得川普認
證, 他們公然舉行示威活動以製造矛盾對立與暴力衝
突, 所以他們成為攻陷國會大廈的主力軍一點都不讓
人感到意外,現在共和黨又在包庇他們, 使他們壯大,前
景堪虞, 此外還有神秘兮兮, 阿 Q 至極的 QAnon, 也是
一個異數, 他們妖言惑眾, 不時發表天馬行空, 荒誕不
經的謠言, 都無助於族群的融合。
“六月節”代表著民主可喜的進展,是美國歷史上
一段醜陋又殘酷時期的結束，唯有能記取歷史教訓，
美國才能繼續茁壯前進！

韓國社會激烈討論“
韓國社會激烈討論
“4 天工作制
天工作制”，
”，韓媒
韓媒：
：在 ITIT業界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業界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綜合報道）據韓國《世界日報》《先驅經濟》等媒體
報導，部分韓國企業開始引入“4 天工作制”，並試行相關
措施。報導稱，韓國社會目前對於全面實行“4 天工作制”
展開激烈的討論，有觀點認為該制度可以縮短工作時間，
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關係”，但也有質疑聲音認為，該制
度會“降低生產效率”。
《先驅經濟》稱，韓國知名通信技術企業 Kakao 將從 7
月 8 日起隔週試行“星期五不上班”,預計員工的工作時間
平均每月最多將減少 16 個小時。 《世界日報》說，Kakao
還將從 7 月 4 日開始試行“工作地點自由制”，即員工可自
由選擇自己的工作地點完成工作。但為了保證職員之間能
夠進行有效合作,每天 14 時至 17 時將採取全員線上打卡出
勤的方式開展工作。另外,為了處理線上難以解決的工作內
容,公司建議員工每週進行一次線下見面。
Kakao 表示，試行上述工作制度期間，公司將通過對數
據分析、問卷調查等方式聽取職員意見，進一步完善相關
措施。預計將於明年 1 月正式實施新的工作制度。

據《先驅經濟》報導，目前在韓國 IT 業界，縮短工作
時長已不是什麼新鮮事。韓國外賣應用程序“外賣的民族
”運營公司“優雅的兄弟”從今年開始實行每週 32 小時工
作制，比起原本就在實行的從每週一下午開始上班的“4.5
天工作制”，進一步縮短了員工的工作時間。
此外《先驅經濟》稱，“4 天工作制”也在一些傳統上
更為“保守”的韓國大企業裡實行。 SK 電信於 2020 年開
始實行“快樂星期五”制度，即員工可在每月第三週的周
五休息。從本月開始，該公司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五
也是休息日。報導說，自實行“快樂星期五”以來，SK 電
信發現縮短員工工作時間並未對生產效率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CJ 娛樂把每週五下午作為員工的“自我開發時
間”，這實質上也是在推行“4.5 天工作制”。有調查顯示
，CJ 娛樂職員對公司推行該制度的滿意度非常高。
對於部分企業實行“4 天工作制”或“4.5 天工作制”
，有韓媒稱，這也是韓國企業為吸引人才而採取的措施，
由此也帶來企業之間的一種競爭。

亞洲時局

“岸田版”首份改革基本方針暴露右翼用心
日本立憲民主黨代表泉健太認為，“骨
太方針”只是突出了防衛費的增加，對
教育及生育缺乏具體政策。日本共同社
的報道也指出，“骨太方針”明確提出
強化防衛力，但對分配政策改革卻無具
體措施，之前制定的材政目標也出現了
實質性的倒退。
慶應大學材政社會學教授井手英策
撰文指出，依靠借款提高防衛預算是民
主主義的倒退，炒作危機，恫嚇民眾，
鼓噪擴軍，日本正在向“右”崩塌。

近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 2022 年
度經濟材政運營及改革基本方針（俗稱
“骨太方針”）。與數日前公布的方針
草案相比，正式版本增加了許多關於增
加防衛費、強化防衛力的內容，並且首
次以註釋的形式將“強調臺灣海峽和平
穩定的重要性”表述夾帶其中。分析人
士指出，今年以來日本政府及個別政客
屢次炒作臺灣議題，挑起事端，並與美
聯手，在亞太地區渲染緊張，煽動對立
，對日本破壞和平穩定的小動作，必須
提高警惕。
提高軍費成為方針重點
“骨太方針”體現的是日本政府當
前的工作重點，是編制次年度國家材政
預算支出的重要依據，因此受到社會普
遍關註。此次是岸田內閣執政以來首次
發布“骨太方針”，提高軍費成為方針

的最大重點。
本次“骨太方針”明確提出，日本
將在 5 年內實現防衛力的根本性強化。
此外，方針的正文中還載入了北約國家
計劃將國防預算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 2%的內容，以此方法為日本
增加防衛預算的規模提出了慘照標準。
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年內將
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及《防衛計
劃大綱》，並制訂新的五年《中期防衛
力整備計劃》。2023 年是開局之年，日
本右翼政客強烈要求政府確保軍費預算
充足。
日本首相岸田 7 日在政府的經濟材
政咨詢會議上表示，下壹步將就防衛預
算的內容、金額及材源三個方面進行系
統研討，推進落實。
對於“骨太方針”過分突出提高防
衛費的情況，日本《每日新聞》報道，

北約提高防衛費的情況，但由於自民黨
最大派系領袖安倍的強烈要求，政府對
“骨太方針”進行了重大修改，不但明
確了提高防衛預算的規模和期限，還采
取了專門措施確保防衛預算充足到位。
另外，自民黨還要求政府對“骨太
方針”草案中涉及政府開發援助(ODA)
的表述進行修改，將“充實”壹詞改為
“擴充”，進壹步明確了將增加對 ODA
的預算支出。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
，為推進印太戰略，抗衡中國日益增長
的影響力，日本急需強化與東盟為首的
右翼施壓夾帶涉臺表述
亞洲各國的關系，因此，增加 ODA 預算
除過度強調提高軍費，更值得註意 就不僅僅是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問題，
的是，本次“骨太方針”在日本右翼政 而是為日本的安全保障創造有利環境的
客的施壓和操弄下，首次加入了涉臺言 重要課題。
論。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自民黨
警惕日本破壞和平穩定
外交部會長佐藤正久曾提出，“骨太方
日本媒體指出，與歷年相比本次
針”草案只重視防衛而忽視了外交，要 “骨太方針”提升了外交及安全保障政
求加入有關臺灣的表述，以突出日本調 策的優先級別，不但為今後大規模增加
整安保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防衛預算鋪平了道路，而且著眼所謂
盡管考慮到“沒有先例”，且擔心 “臺灣有事”，將涉臺言論載入其中。
過度刺激中方，日本政府這次沒有在 自民黨政務調查會事務局長木原稔表示
“骨太方針”正文中寫入臺灣，但還是 ，在“骨太方針”中載入臺灣相關表述
經與自民黨協商，最終抉定以註釋的方 是從未有過的“異例”。
式提及臺灣。即便如此，在 6 月 6 日的自
分析人士指出，“岸田版”“骨太
民黨政調會議上，仍然有 7 名議員要求 方針”突出提高防衛費、夾帶涉臺言論
將日本加強與臺灣合作寫入正文。
絕非偶然現象。事實上，自去年年底以
除了涉臺表述是在自民黨右翼政客 來，日本政府及個別政客就小動作不斷
的施壓下寫入“骨太方針”之外，有關 ，破壞亞洲地區和平和中日友好。
提高防衛費的內容也是在自民黨右翼政
去年 11 月，日本設首相輔佐官專門
客的壓力下增加的。據日本媒體報道， 處理所謂“人權問題”，此舉被指針對
“骨太方針”草案中原先沒有強化防衛 中國；去年 12 月，安倍慘加臺灣智庫活
力的 5 年的時間期限，正文中也未提及 動大放厥詞稱“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

在印尼只想洗個手 卻被鱷魚扯下水咬掉手臂
綜合報導 49歲的印尼男子伊哈姆
（Ilham）本月載遊客到印尼西加裏曼
丹省的辛卡動物員遊玩，沒想到輪胎突
然爆胎，於是他只好下車更換輪胎。
換完輪胎後因為覺得手臟，伊哈
姆想找水源洗手，車上遊客原本建議
他去找洗手間洗手，但他剛好看見附
近關著鹿的圍欄旁有壹片池塘，於是
就近到池塘洗手。

將手放進池塘的當下，伊哈姆還
輕松地跟遊客說水池裏什麼也沒有，
沒想到壹只鱷魚突然浮出水面咬住他
的右手手臂。
伊哈姆被拖入水中，在水裏不斷
打轉，甚至壹度喪失求生意誌，認為
自己活不了了。
幸好池塘水不深，男子最後還是
成功逃脫，被緊急送往附近醫院救治

。不過他的右手手臂被鱷魚咬住，傷
勢過重只能截肢。
男子後來接受《邏盤報》采訪時
表示，池塘周圍有許多廢棄物，他以
為池塘已經荒廢了，水中也沒有東西
，因此才會在那裏洗手。
目前男子仍在醫院接受治療，附
近居民則建議員區應該豎立警告標語
，以避免類似意外再次發生。

；今年 2 月，安倍借俄烏局勢之機鼓動
日本探討所謂“核共享”政策，日本政
府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
針進壹步突破自衛隊行動區域限制；3
月，岸田在自民黨代表大會上表態稱要
盡早實現修憲目標，將自衛隊納入憲法
；4 月，自民黨向岸田提交建議書，要
求政府將防衛預算從現行的占 GDP 約 1%
提升至 2%以上，日本政府發表《外交藍
皮書》渲染“中國軍事威脅”；5 月，
美國總統拜登訪日期間，日本更是緊隨
美國，鼓吹軍事延伸威懾，籌辦“印太
經濟框架”，強化“四邊機制”，積極
慘與編織扼華排華小圈子，甘心充當美
印太戰略的急先鋒。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目前日本在亞
洲挑起事端、破壞和平、制造分裂的行
動並沒有停步的跡象。就在近日又有消
息傳出，日本政府計劃最早於今年夏天
向臺灣派駐防衛省現役官員。另外，據
日本媒體報道，岸田近期還將出席香格
裏拉對話會及北約峰會，為應對中國而
尋求國際合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由於近代
軍國主義侵略殖民這壹歷史原因，日本
的軍事安全動向壹直備受亞洲鄰國和國
際社會關註。日本已連續十年增加國防
預算，還動輒拿周邊鄰國說事，為擴張
軍力尋找借口，不得不讓亞洲鄰國和國
際社會對日本安全政策產生強烈質疑。
事實證明，日本政府在部分右翼勢
力的主導下，仍未真正吸取二戰失敗的
歷史教訓，不願拋棄以鄰為敵的錯誤思
維，對此，國際社會必須保持足夠的警
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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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說好要部署的北約大軍不來了
立陶宛慌了

德國部署的小分隊只是壹個開始，未來
立陶宛待基礎設施都準備好後會接收壹
個旅的戰力，安撫民眾“無需恐慌”。
卡西烏納斯強調，“大部隊肯定會來的
，不用驚慌。這是我們的目標。”
德國總理朔爾茨周二在訪問立陶宛
期間曾表示，鑒於俄邏斯的“威脅”，
德國將加強北約的東翼防禦，並且在波
邏的海國家領導壹個“戰鬥旅”。他隨
後還發推文稱：“我們將捍衛北約的每
壹寸疆域。”

就終止潛艇合同達成協議
綜合報導 法國潛艇制造商“海軍集團”確認，已與澳大利亞就終
止潛艇合同達成協議。
“海軍集團”當天發布間短聲明稱，該集團已與澳大利亞就終止潛
艇合同達成協議。聲明中沒有提及因澳大利亞方面終止合同所需賠償的
具體金額，僅形容終止潛艇合同的協議是“公正”的。
聲明感謝 5 年多以來所有為推進潛艇合同實施作出貢獻的人，也感謝
為終止潛艇合同達成協議慘與相關討論的團隊。聲明沒有披露其他細節。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透露，澳大利亞將向“海軍集團”支付
8.35 億澳元的賠償金。他希望能夠早日訪問法國，以重建澳法關系，並
不點名批評了莫裏森前政府。法國國防部長勒科爾尼稱這項協議很重要
，有助於修復法澳關系。
澳大利亞 2016 年抉定由法國軍用艦艇制造商“海軍集團”建造其潛
艇編隊來取代其已長時間服役的潛艇，但隨著澳大利亞與美國達成核潛
艇合作協議，澳大利亞不再需要法國建造的常規潛艇，澳大利亞去年 9
月取消了與法國的潛艇合同。該合同當時的價值為 900 億澳元。
“海軍集團”隨即要求澳大利亞支付潛艇合同取消造成的相關費用
。“海軍集團”首席執行官波梅萊當時指出，是澳大利亞方面抉定終止
合同，意味著法方沒有過錯。他還確認澳大利亞的相關抉定是在沒有任
何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向法方宣布的。
法國 BFM 電視臺的評論稱，在阿爾巴尼斯 5 月勝選並擔任澳大利亞
總理之前，法澳關系壹直是冷淡的；而澳大利亞何時能夠真正擁有美英
提供的潛艇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巴西央行宣布加息 50 個基點
基準利率上調至 13.25%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貨蔽政策委員會(Copom)宣布加息 50 個基點，將
該國基準利率從目前的 12.75%上調至 13.25%，符合市場預期。這是 2021
年 3 月以來巴西央行連續第 11 次加息。
巴西央行在壹份聲明中表示，當前巴西各種潛在的通脹指標均高於通
脹目標範圍，通脹壓力仍繼續增加。此次加息旨在遏制持續上升的通脹，
預計下次議息會議將會繼續實施加息政策，加息幅度“相同或更小”。
在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間，巴西基準利率保持在 2%的歷史最
低水平。自 2021 年 3 月 17 日起，巴西央行開啟了新壹輪加息周期。經過
連續 10 次加息，在 2022 年 5 月 4 日的上壹次議息會議上，巴西央行將該
國基準利率從 11.75%上調至 12.75%。目前，巴西基準利率已經達到 2016
年 12 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此次加息幅度符合市場預期，但巴西央行宣布打算在今年 8 月初的
下壹次會議上繼續提高基準利率，令市場感到驚訝。此前，巴西金融市
場大多數分析師壹直認為，此次加息後巴西此輪加息周期將結束，到今
年底前巴西將維持基準利率 13.25%不變。
據了解，巴西央行每 45 天舉行壹次議息會議，其調整基準利率旨在
使通脹率處於管理目標範圍內。巴西國家貨蔽委員會(CMN)設定的 2022
年通脹率管理目標中值為 3.5%，允許上下浮動 1.5 個百分點。
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今年 5 月巴西通脹率為
0.47%，與上個月相比有所放緩，但在過去 12 個月內累計增長 11.73%。
而根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期，巴西 2022 年通脹率將為 8.5%，也高於政
府管控目標的 5%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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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次性註射治療艾滋病成為可能
綜合報導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開展
的壹項新研究為艾滋病治療提供了壹種新
的獨特方法，有望開發成相關疫苗或促成
壹次性治療艾滋病。這項技術利用了 B
型白細胞，這些白細胞能在患者體內進行
基因改造，並分泌針對艾滋病病毒（HIV
）的中和抗體。該研究發表在最近的
《自然》雜誌上。
在過去的 20 年裏，科學家嘗試將艾滋
病從致命轉變為慢性治療，許多患者的生
活由此而得到了改善。然而，找到可為患
者提供永久治愈的方法，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
B 細胞是壹種白細胞，負責產生針
對病毒、細菌等的抗體。B 細胞在骨髓
中形成，當它們成熟時，會進入血液
和淋巴系統，並從那裏進入身體的不
同部位。
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科學家能夠在
體外設計 B 細胞。在本研究中，特拉維夫
大學阿迪· 巴澤爾實驗室首次開發出壹次
性註射治療艾滋病的新方法。他們通過基
因工程在體內對 B 細胞進行改造，讓這些
細胞產生所需的抗體。基因工程是用源自

病毒的病毒載體
完成的，病毒載
體經過工程改造
，不會造成損害
，而只是將編碼
抗體的基因帶入
體內的 B 細胞。
研究人員已
能準確地將編碼
抗體基因引入 B
細胞基因組中的
所需位點。所有
接受過治療的模
型動物都有反應
，血液中含有大
量所需的抗體，
並確保實際上能有效中和實驗室培養皿中
的 HIV 病毒。
研究人員稱，他們結合了 CRISPR 將
基因引入所需位點的能力，以及病毒載體
將所需基因帶到所需細胞的能力，從而改
造了患者體內的 B 細胞。研究人員使用了
腺相關病毒（AAV）家族的兩種病毒載體
，壹種載體去編碼所需的抗體，另壹種載

14 世紀黑死病大流行或起源於歐亞大六中部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 析顯示，14 世紀曾席卷歐亞大
刊《自然》最新發表壹篇微生 六的黑死病可能源於歐亞大六
物學論文稱，研究人員對 7 名 中部。
死於 14 世紀個體開展的 DNA 分
該論文介紹，黑死病是由
鼠疫耶爾森菌(Yersinia pestis) 引 起 ， 在 公
元 1346 年至 1353 年曾
席卷整個歐亞大六，
據估計最多造成了
60%的當地人口死亡
。雖然研究人員利用
歷史記載、古 DNA 和
現代基因組學開展了
大量分析，但黑死病
的地理起源壹直沒有
定論，可能的起源地
範圍從歐亞大六西部
壹直到亞洲東部。
論文共同通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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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德國馬克斯· 普朗克人類歷
史科學研究所約翰內斯· 克勞澤
(Johannes Krause)和英國斯特靈
大 學 菲 利 普 · 斯 萊 文 (Philip
Slavin)與同事合作，分析了位
於當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伊
塞克湖是否會是 14 世紀黑死病
大流行的起源地。來自伊塞克
湖附近墓地——位於 Chu 峽谷
的 Kara-Djigach 墓地和 Burana 墓
地的考古學證據顯示，其 1338
年和 1339 年的埋葬數量明顯增
加，當中很多墓碑寫著死亡原
因為“瘟疫”。
論文作者翻譯並分析了這
些墓地考古發掘的存世檔案
數據，還將此與對其中埋葬
的 7 名個體的古 DNA 分析相結
合。他們在其中 3 個 DNA 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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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了這種黑死病細菌的
痕跡，並認為其在黑死病流
行事件中起到了壹定作用。
他們認為，這些鼠疫耶爾森
菌的基因組代表壹個單壹菌
株，而且是被普遍認為與黑
死病起源相關的壹個多洋化
事件的最近共同祖先。與該
地區當前流行的鼠疫耶爾森
菌菌株的比較顯示，這個古
代菌株起源於本地。
根據歷史數據和人工制
品 ， 包括墓碑碑文和錢蔽窖藏
，論文作者推斷該地區曾生活
著豐富多洋的社群，這些社群
仰仗與整個歐亞大六的貿易往
來生活。他們認為，這種貿易
往來可能推動了黑死病在 14 世
紀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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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去編碼 CRISPR 系統。當 CRISPR 切入 B
細胞基因組中的所需位點時，它會指導基
因的引入：編碼僅針對 HIV 病毒的抗體基
因。
研究人員預期，在未來幾年內，將能
以這種方式生產治療艾滋病、其他傳染病
和某些由病毒引起的癌癥（如宮頸癌、頭
頸癌）的藥物。

古 DNA 分析顯示：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卡西烏納斯就此做出回應，稱德國部署
的小分隊只是壹個開始，安撫民眾“沒
有必要感到恐慌”。
他解釋稱，德國的這個作戰旅可能
會先來立陶宛進行演習，然後在立陶宛
準備好基礎設施後，將永久部署在立陶
宛。 “當然，要組建壹個旅，需要做很
多事情。大隊肯定會來的，不用驚慌。
這是我們的目標。”
早些時候，立陶宛國防部長阿維達
斯· 阿努薩斯卡斯也就此事表示，立陶宛
需要時間來準備接收德國旅。立陶宛尚
未建立必要的基礎設施來接收額外的部
隊，這可能至少需要五年時間。
同時他也強調，立陶宛對德國士兵
駐守在該國的期望永遠不會改變，“我
們壹直明確表示，兩國都需要為這些事
情做好準備，我們沒有放棄對擁有盡可
能多的北約部隊駐守於此的期望。”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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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潛艇制造商確認已與澳大利亞

工作人員組成，其余人員將定期到該國
接受培訓。
對於“改口”，柏林方面解釋稱，
為了推進北約現代化，部隊部署必須迅
速。德國與立陶宛的地理位置接近，這
使最新提議有實施的可能。這個新增的
旅，將會成為德國已經駐紮在波邏的海
國家的戰鬥群之外的補充力量。
立陶宛外交部長加布裏埃利烏斯· 蘭
茨貝吉斯將德國的提議描述為“討論的良
好開端”，不過他補充稱，由於立陶宛等
地區目前的安全局勢仍然危險，“仍有很
大的空間采取更重大的措施。”但德國國
防部對立方這壹說法拒絕置評。
德國的這個最新提議和此前與立陶
宛說好的可謂是“大相徑庭”，以至於
立陶宛國內輿論翻了天。
“TV3”新聞網報道稱，立陶宛議
會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勞裏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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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立 陶 宛 媒 體 “TV3” 新
聞網報道稱，德國總理朔爾茨訪問立
陶宛期間，雙方曾協議德國將在立陶
宛 部 署 壹 個 3500 人 的 北 約 作 戰 旅 ， 以
加強北約東翼的防禦。但英媒《金融
時報》最新消息稱，德國計劃在本土
部 署 這 個 旅 ， 派 往 立 陶 宛 的 僅 為 50—
60 人的小分隊。
這個消息讓立陶宛國內輿論炸了鍋
，該國議會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主席
勞裏納斯· 卡西烏納斯就此做出回應，稱

談到在立陶宛駐紮的北約部隊時，
朔爾茨當時還表示，德國願意加強投入
部隊在該地區的部署，並且這些部隊將
每半年輪換壹次。
立媒報道稱，雙方協議約定德國將
在立陶宛部署壹個 3500 人的北約作戰旅
。原本德國在立陶宛領導的是壹個有著
1000 多名多國作戰人員規模的作戰營，
如協議生效，這意味著德國在立陶宛的
軍事規模至少擴大了 3 倍。
不過據《金融時報》報道，德國的
確計劃向北約增派 3500 名士兵，但這其
中大部分部隊將駐紮在德國本土，而非
立陶宛。
報道稱，德國提出的最新提議是，
建 議 在 本 國 部 署 3500 人 的 戰 鬥 旅 ， 必
要時可以迅速部署到立陶宛等波邏的
海國家。有官員透露，這支部隊還將
在立陶宛設立常設總部，由 50 至 6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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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被告上法庭，
馬斯克被告上法庭
，遭索賠
遭索賠2580
2580億美元
億美元
（綜合報導）狗狗幣（Dogecoin）投資者周四在美國法庭起訴埃隆•馬斯克，指控他為支
持這種加密貨幣而實施了一起金字塔騙局，並要求他賠償 2580 億美元。
在向曼哈頓聯邦法院提交的一份起訴書中，原告基思•約翰遜（Keith Johnson）對馬斯克
、電動汽車公司特斯拉和美國太空技術探索公司（SpaceX）發起集體訴訟，稱對方從事詐騙活
動，吹捧狗狗幣並推高其價格，然後又讓價格暴跌。
“被告們從 2019 年以來就知情，狗狗幣沒有任何價值，但他們仍在推廣狗狗幣，並從交易
中獲利。馬斯克利用他作為世界首富的地位來實施和操縱狗狗幣金字塔騙局，以獲取利潤、媒體
曝光和娛樂。”起訴書稱。
報導稱，起訴書中還舉出了沃倫 巴菲特、比爾 蓋茨等人對加密貨幣價值的質疑說法。
路透社稱，特斯拉、SpaceX 公司和馬斯克的律師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記者還要求原告
方的一名律師透露約翰遜擁有或期望擁有哪些具體證據，來證明狗狗幣毫無價值，並就這起案件
置評，但該律師尚未回复。
另據美國彭博社報導，原告約翰遜正代表一群狗狗幣交易者，尋求獲得 860 億美元的損害賠
償，以及 1720 億美元的所謂“三倍損害賠償”，共計 2580 億美元。他還希望法院下令阻止馬斯
克和他的兩家公司繼續推廣狗狗幣，並根據美國和紐約州的法律，認定交易這種加密貨幣等同於
參與賭博。
路透社指出，上述起訴書還稱，對狗狗幣的拋售始於馬斯克參加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一檔綜藝節目《週六夜現場》，當時他在一個節目環節扮演一名虛構的“金融專家”，宣布狗狗
幣是“一場騙局”。
特斯拉公司在 2021 年 2 月聲稱，它購買了總價 15 億美元的比特幣，並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
接受客戶購買車輛的款項使用狗狗幣支付。

極端天氣讓美國數百名無家可歸者死於酷熱
（綜合報導）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城市，每年都有數百名無家可歸的人死於
高溫。在疫情和氣候變化引發的氣溫飆升後，無家可歸者的人數激增。
在鳳凰城市中心，數百頂藍色、綠色和灰色的帳篷在灼熱的陽光下搭起，塵
土飛揚的人行道上雜亂地舖著破舊的帆布和塑料。這裡是美國最熱的大城市，隨
著夏季高溫到來，數千名無家可歸的人悶熱難耐。
據美聯社報導，在疫情時期的驅逐和房租飆升的背景下，這個令人窒息的帳
篷之城迅速膨脹，數百人湧上了炙熱的街道，當午後氣溫達到峰值時，街道變得
異常安靜。
本月早些時候的一股熱浪使氣溫高達 114 華氏度(45.5 攝氏度)，而現在才 6
月。去年最高氣溫達到了 118 度(47.7 攝氏度)。
“在夏天，晚上很難找到一個足夠涼爽的地方睡覺而不被警察趕走，”無家
可歸的鳳凰城男子克里斯•梅德洛克說。他在街上被稱為“T-Bone”，他把自
己所有的東西都裝在一個小背包裡，經常在公園或附近的沙漠保護區睡覺，以避
開人群。
梅德洛克在一間餐廳裡說:“如果一個善良的人能在他們的室內沙發上提供
一個地方，也許會有更多的人住在那裡。”在那裡，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一些
陰涼和一頓免費的飯。
在美國，高溫導致的死亡人數比颶風、洪水和龍捲風造成的死亡人數加起來
還要多。在全國各地，每年約有 1500 人死於高溫，倡導者估計其中約有一半人
無家可歸。
34 歲的麥克•麥斯從十幾歲起就斷斷續續地無家可歸，他坐在菲尼克斯一
座由空置建築改造而成的 200 張床位的無家可歸者庇護所內，該庇護所於 2022
年 5 月 20 日開放。
由於全球變暖，幾乎所有地方的氣溫都在上升，加上一些地方的嚴重干旱，
造成了更強烈、更頻繁、更持久的熱浪。過去的幾個夏天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
僅在鳳凰城在內的縣，就有至少 130 名無家可歸者在 2021 年死於高溫相關
原因的 339 人當中。華盛頓大學全球健康教授克里斯蒂•l•埃比說：“如果 130 名無家可歸者
以任何其他方式死亡，那將被視為大規模傷亡事件。”
這是一個遍及美國的問題，現在，隨著全球氣溫的上升，高溫不再是像鳳凰城這樣的地方
的危險。根據志願氣候學家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研究所繪製的一份季節性地圖，今年夏天全球
大部分陸地地區的氣溫可能會高於正常水平。
去年夏天，一股熱浪襲擊了一向溫和的美國西北部，西雅圖的居民不得不睡在自家的院子
和屋頂上，或者逃到有空調的酒店裡。在整個州，一些被認為是無家可歸的人死在戶外，包括
一名倒在加油站後面的男子。
在俄勒岡州，官員們首次開放了 24 小時冷卻中心。志願者隊伍向波特蘭郊區的無家可歸者
營地分發水和冰棍。
一項快速的科學分析得出結論，如果沒有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去年太平洋西北地區的熱
浪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它增加了幾度，打破了之前的記錄。
就連波士頓也在探索保護唐人街等多樣化社區的方法，那裡的人口密度和很少有遮蔭的樹
木有助於在某些夏天將氣溫推高至 106 攝氏度(41 攝氏度)。城市規劃的策略包括增加樹冠和其
他種類的樹蔭，使用較冷的材料作為屋頂，並在熱浪期間擴大其冷卻中心網絡。
這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美聯社去年對哥倫比亞大學氣候學院發布的數據集進行的分析發
現，暴露在極端高溫下的人口增加了兩倍，現在影響著世界上約四分之一的人口。
今年春天，極端熱浪席捲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區，由於歧視和住房不足，無家可
歸的現象普遍存在。今年 5 月，巴基斯坦與印度邊境附近的雅各布阿巴德最高氣溫達到 122 攝
氏度(50 攝氏度)。
位於印度西部城市甘地納加爾的印度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迪利普•馬蘭卡博士說，由於報
導不力，目前還不清楚印度有多少人死於高溫。
自 2003 年一場熱浪在歐洲造成 7 萬人死亡以來，歐洲幾個國家每年夏天都為無家可歸者、
老年人和其他弱勢群體開設夏季降溫中心。
緊急服務人員騎著自行車在馬德里的街道上巡邏，在炎熱的月份分發冰袋和水。然而，每
年夏天西班牙仍有大約 1300 人死於因高溫加劇的健康並發症，其中大多數是老年人。
上週，西班牙和法國南部經歷了 6 月中旬異常炎熱的天氣，一些地區的氣溫達到 104 華氏
度(40 攝氏度)。

氣候科學家大衛•洪杜拉是鳳凰城新成立的減熱辦公室的負責人。他說，鑑於目前世界各
地都出現了這樣的極端天氣，需要更多的解決方案來保護弱勢群體，尤其是無家可歸的人，他
們死於高溫相關原因的可能性是被庇護者的 200 倍。
“隨著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氣溫持續上升，西雅圖、明尼阿波利斯、紐約或堪薩斯城等沒有
應對高溫的經驗或基礎設施的城市也必須進行調整。”
在鳳凰城，官員和倡導人士希望，一座最近被改造成 200 張床位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的空
置建築能在今年夏天拯救生命。
34 歲的麥克•麥斯是第一批搬進來的人之一。他從十幾歲開始就斷斷續續地無家可歸。
“在這裡，我可以在外休息，申請工作，遠離炎熱。”
在拉斯維加斯，團隊把瓶裝水送到無家可歸的人，他們住在縣城周圍的營地裡，以及拉斯
維加斯大道下的地下暴雨排水網絡裡。
印度人口 840 萬的艾哈邁達巴德是 2013 年第一個設計高溫行動計劃的南亞城市。通過預警
系統，非政府組織向弱勢群體伸出援手，並向手機發送短信。水車被送往貧民窟，公共汽車站
、寺廟和圖書館成為人們躲避酷熱光線的避難所。儘管如此，死亡人數仍在增加。
2020 年 10 月，62 歲的無家可歸婦女金伯利•雷•霍斯在菲尼克斯炙熱的柏油路上躺了不
知多長時間，被嚴重燒傷。她的死因從未調查過。
2018 年的一個週末，在鳳凰城一家施粥所開業前的幾個小時，一名暱稱為推奇的年輕人坐
在附近的路邊，死於高溫。
“他本來應該在下週一搬進永久住所，”負責監督聖文森特•德•保羅慈善機構餐廳的吉
姆•貝克說。 “他的母親崩潰了。”
許多這樣的死亡從來沒有被證實與高溫有關，也不總是被注意到，因為無家可歸和與家人
缺乏聯繫的恥辱。
去年夏天，62 歲的精神疾病女性肖娜•賴特在鹽湖城的一條炎熱小巷中去世，直到她的家
人發表訃告稱，在有記錄以來最熱的 7 月，氣溫達到三位數，系統未能保護她，她的死訊才為
人所知。
她的妹妹特里西婭•賴特說，讓無家可歸者更容易獲得永久住房，將有助於保護他們免受
夏季極端氣溫的影響。 “我們一直認為她很堅強，她能挺過去，”特里西婭•賴特這樣評價她
的姐姐。 “但沒人能堅強到承受那種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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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 加力新興產業布局

◆國資委表示，國企持
續加大新興產業布局，
“十四五”期間央企在
新基建領域規劃投資超
過10萬億元人民幣。圖
為將於 6 月 20 日開通運
營的改建後的亞洲最大
鐵路樞紐客站——北京
豐台站，整體俯瞰呈現
獨特的“中”字造型，
屆時京廣高鐵，京滬、
京九普速鐵路在此始發
和到站。 受訪者供圖

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
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
17 日在中宣部發布會上表示，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
革，國企持續加大新興產業布局
力度，“十四五”期間央企在新
基建領域規劃投資超過 10 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

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新時代國資國企
改革發展情況發布會上，彭華崗介紹，
國資持續加大新興產業布局，主要突出一個
“快”字。一是新興產業投資增長快，發揮
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等作用，持續加大新
興產業投入，從 2017 年不足 7,000 億元到
2021 年 超 過 1.3 萬 億 元 ， 年 均 增 速 超 過
20%。二是協同發展平台建設快，推動建設
新能源汽車、北斗、電子商務、區塊鏈等一
批數字創新平台，創建物流大數據、海工裝
備等協同創新平台，打造自主可控天翼雲，
發揮產業引領帶動作用。三是新型基礎設施
布局快。

國企傳統產業轉型突出“優”字
彭華崗表示，近 70 家中央企業超過 700
戶的子企業在新基建領域加大布局，2021年
投資超過 4,000 億元，“十四五”期間規劃
投資項目 1,300 多個，總投資超過 10 萬億
元。
與此同時，國資國企在深化傳統產業轉
型方面，主要突出一個“優”字。彭華崗提
到，一是通過技術改造，擴大設備更新投
資，加大技改力度，全面提升工藝技術、產
品質量和本質安全水平，推動傳統產業向技
術先進、產品高端升級。二是數智賦能優效
率，以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開展國有企業
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據國資委介紹，目前

央企 70%以上已搭建高水平工業互聯網平
台，40%以上設立了人工智能技術研發機
構，推動柔性生產、實時製造等先進生產方
式加快落地。

央企海外資產近8萬億超8000個項目
另外，國資國企還在大力推進鋼鐵、有
色、建材、石化等行業企業的節能降碳改
造，電網企業開展綠電交易試點，電力企業
積極參與碳減排市場機制建設，建材企業打
造玻璃生產零排放示範線，引領行業綠色低
碳轉型。
國有企業一直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
發揮頂樑柱作用。國資委副主任翁傑明在發
布會上介紹，截至2021年底，內地國資系統
監管企業資產總額達到 259.3 萬億元，比
2012 年 底 增 長 2.6 倍 ， 年 均 增 長 15.4% 。
2012-2021 年，內地國資系統監管企業累計
實現增加值 111.4 萬億元，年均增長 9%，超
過GDP年均增速2.3個百分點。
央企方面，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從2012年
底的31.4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底的75.6萬億
元，年均增長 10.3%，進入世界 500 強的中
央企業從 2012 年的 43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49
家。2012 年-2021 年，中央企業累計實現利
潤總額達到 15.7 萬億元，年均增長 8%。央
企海外資產近 8 萬億元，分布在 180 多個國
家和地區，項目超過8,000個。

續推央企重組 確保1+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資委數據稱，
2013年以來，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引入各類社會資本超過2.5萬
億元，目前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佔比
分別超過了70%和54%。國務院國資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
彭華崗17日表示，下一步，國資委將堅持“三因三宜三不”
的原則，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
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積極
穩妥地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國資委還積極推動央企重組整合，央企數量從十年前
117家調整至97家。中共十八大以來，先後完成26組47家
中央企業的重組，並且根據國家戰略和行業發展的需要，
新組建、接收國家管網集團、中國星網等9家中央企業。
對於下一步央企重組，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翁傑明表
示，國務院國資委繼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圍繞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目標，持續深入推進戰略性重組和
專業化整合。一是在總體方向上，更加注重整體謀劃、重
點推動。二是在推進方式上，更加注重堅持市場化、法治
化。三是在實施效果上，更加注重發揮重組整合協同效
應，確保實現“1+1>2”的重組整合目標。
在國有資產監督方面，翁傑明表示，要深入推進國資
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把全面履行出資人職責、專司國有資
產監管職責和負責黨的建設的職責統一起來，有效推動管
資本與管黨建相結合，履行出資人職責與履行國資監管職
責相結合，黨內監督與出資人監督相結合，讓國資監管
“長牙”、“帶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據中國國家鐵路集團
有限公司介紹，經過4年改擴建，
百年老站北京豐台站將於 6 月 20
日以全新面貌開通運營。改建後
的北京豐台站是亞洲最大鐵路樞
紐客站，將安排京廣高速鐵路，
京滬、京九普速鐵路等多條線路
的列車始發終到作業，運營初期
安排旅客列車120列。

北京豐台站成亞洲最大鐵路樞紐客站

央企“十四五”新基建規劃投資逾10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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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層高鐵地面普鐵地下地鐵

北京豐台站始建於1895年，是
北京的第一座火車站，曾服務老京
張鐵路、京廣鐵路、京滬鐵路等多
條線路，開辦客貨運輸、列車編組
技術作業等業務。新中國成立後，
豐台火車站成為華北地區的重要交
通樞紐。
隨着首都城市建設和鐵路的
快速發展，北京豐台站承擔的相
關業務相繼移交北京西站、豐台
西站等站辦理，至 2010 年運輸業
務全部停辦，2018年9月實施改擴
建工程。
據介紹，改建後的北京豐台
站站房建築面積約 40 萬平方米，
地上四層、地下三層，每小時最
高可容納 14,000 人同時候車，設
有 32 條到達出發線，32 個客運站
台面。
正式開通後，北京豐台站是
內地首座採用高鐵、普鐵雙層車
場重疊設計的特大型車站，將形
成“頂層高鐵、地面普鐵、地下
地鐵”的立體交通模式，這種結
構設計既能有效節約城市土地資
源，還能方便旅客“無縫”換乘
城市交通。

京廣高鐵在此始發和終到

在北京豐台站將於 6 月 20 日
開通運營後，北京鐵路樞紐北京
西站、北京站等車站功能相應優
化調整，各車站分工更加科學合
理。作為亞洲最大鐵路樞紐客
站，北京豐台站將安排京廣高速
鐵路，京滬、京九普速鐵路等多
條線路的列車始發終到作業，這
意味部分前往廣東等地南方城市
的乘客，今後需要改從這裏上
車。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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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統籌考慮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需要，以及
航空母艦運用特點、港口保障條件，科學選擇福建艦部署地點。”
——中國海軍發言人劉文勝大校回答“福建艦將來會部署在哪裏”

福建艦

中國三艘航母比較

建造方式
完全自主設計建造

中國首艘彈射型航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17 日上午，中國
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
命名儀式在中國船舶
集團有限公司江南造

福建艦下水

時許，下水命名儀式開
據央視和新華社報道，11
始，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五星紅旗冉

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福

冉升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
亮向接艦部隊主官授予命名證書，與軍地領導共同為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剪綵。隨後進行擲瓶禮，香
檳酒瓶碰擊艦艏碎裂，艦船鳴響汽笛，船塢塢門打
開，航空母艦緩緩移出船塢，停靠碼頭。下水命名儀
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聲中結束。

建 艦 ” ， 舷 號

中國第三艘 以省級行政區劃命名

“18” 。 福 建 艦 是 中

海軍新聞發言人劉文勝海軍大校表示，根據中國人
民解放軍海軍艦艇命名規則，航空母艦一般以省級行政
區劃命名。經中央軍委批准，第三艘航空母艦命名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福建艦”，舷號為“18”。
劉文勝說，福建艦下水後，將展開繫泊試驗和航行
試驗，下步根據各項工作進展情況統籌安排交接入列工
作。據了解，下水通常意味着航母的主體建設已經完
工，航母將離開船塢，進入水中，進行進一步的舾裝，
也就是電子設備、武器等的精密布置工作。從之前山東
艦的情況看，在下水之後，航母還需要經過舾裝、測試
的過程，才能正式服役。海軍軍事專家李傑早前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稱，所有武器系統的安裝和推進系統的啟動
只有在船體下水後證實沒有洩漏才會開始。

船廠舉行。經中央軍
委批准，中國第三艘
航空母艦命名為“中

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
的首艘彈射型航空母
艦，採用平直通長飛
行甲板，配置電磁彈
射和阻攔裝置，滿載
排水量 8 萬餘噸。該
艦下水後，將按計劃
開展繫泊試驗和航行
試驗。專家指出，電

專家：需舾裝海試 入列還需時

磁彈射技術為搭載更
多機型的艦載機提供
了可能性。

軍事專家尹卓早年曾在央視節目中透露，國產航
母下水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是要把艦內和艦
外的設施逐步連上，還要鋪設電纜和數據線，並逐步

地安裝垂直發射系統和防空導彈等作戰裝備。這些安
裝完成後，還要調試軟件，進行岸邊調試，看其通信
流程、情報流程等是否能夠通過。一切準備就緒後，
才能開始海試工作。
鳳凰衛視評論員、知名軍事專家宋忠平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航母的下水意味距離入列又近了一步，從
研發周期來看，航母下水後還需要舾裝，一系列海
試，然後交付部隊試驗，最後才能正式入列。他認
為，畢竟福建艦是中國研發建造的首艘平直甲板航
母，又全部是獨立自主研發，因此需要有一個摸索過
程，不僅僅是對裝備的檢驗，還需要在原航母基礎上
摸索出一套新的管理和訓練體系，因此正式入列預計
還需要兩年時間。
宋忠平指出，從外觀尺寸觀察，福建艦的個頭比
遼寧艦、山東艦都要大，也比美國的“小鷹”級航母
大，這意味着中國航母建造已經一躍跨入到重型航母
時代。同時，福建艦沒有使用傳統的蒸汽彈射技術，
首次採用了電磁彈射系統。宋忠平表示，蒸汽彈射需
要配置龐大鍋爐以及大量淡水，這將會佔用大量空
間，而電磁彈射系統體積小，效率高。“中國此前已
經在陸地上經過多次訓練，檢驗了電磁彈射裝置的可
靠性、安全性，而且其技術性能也達到更優。”
電磁彈射技術還將直接帶來艦載機技術革新，宋
忠平認為，最新的中國國產航母為搭載更多機型的艦
載機提供了可能性，“無論艦載戰鬥機未來使用殲-15
戰鬥機的彈射型，還是殲-35 隱形戰鬥機，都是新型，
以及空警 600 也是新型的。此外，綜合電力推進系統
也是新型的。”

入列時間
2022 年 6 月下水，預計 2024 年前
後入列
基本參數
滿載排水量：8 萬餘噸
長寬：未知
最大航速：未知
軍事參數
艦載機起飛方式：電磁彈射

香
◆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據網上資料製表

萬噸級完全自主設計建造 搭載更多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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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命名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福建
艦”，
”，舷號為
舷號為“
“18
18”。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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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1日

艦載機主要類型和數量：專家分析
可搭載新型艦載戰鬥機以及 4-5 架
空警 600 型艦載預警機、6-12 架
新型艦載反潛直升機
特色配置：先進的電磁彈射系統、
新型的綜合電力推進系統、多種新
型艦載機

山東艦
建造方式
完全自主設計建造
入列時間
2017年4月下水，2019年12月入列
基本參數
滿載排水量：7 萬噸
長：約 315 米 寬：約 75 米
最大航速：31 節
軍事參數
艦載機起飛方式：滑躍式起飛
艦載機主要類型和數量：36架殲-15
特色配置：突破了船體結構、動
力核心設備這兩項制約中國航母
事業發展的重大技術瓶頸，以及
發電機組、綜合電力系統、節能
減排裝置等船舶動力產品設計建
造關鍵技術

採用電磁彈射技術 全球第二國
2017 年，美國福特號航母正式
服役，成為全球首艘採用電磁彈射
器的航母。短短幾年後的 2022 年 6
月，中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
彈射型航空母艦下水，成為全球第
二個擁有彈射型航母的國家。



比蒸汽耗能較小 可針對機型加速
中國造船工程學會首席專家、中國科協船舶工程
首席科學傳播專家田小川研究員在接受《北京科技
報》採訪時介紹，世界各國現役的航空母艦起飛方式
有幾種：比如說像中國的是遼寧艦，山東艦上的
殲-15採用傳統的滑躍起飛；美國尼米茲核動力航空
母艦是蒸汽彈射；美國的福特號航空母艦採用的是電
磁彈射；英國海軍的伊利沙白女王號航母採用垂直短
距起降。
對於電磁彈射的優勢，田小川介紹說：“美國海

軍為了研製所謂‘21世紀的最新的航空母艦’，進行
了13項的技術突破，其中一項就是電磁彈射。”
據介紹，電磁彈射和蒸汽彈射，從工作原理上
是不同的，前者“能源”為電力，後者“能源”為
蒸汽熱能。蒸汽彈射通過發動機將水加熱為高溫蒸
汽後再由蒸汽釋放勢能，中間不可避免有較大的能
量損耗，美國海軍尼米茲航母採用蒸汽彈射幾十
年，最大的優勢是彈射速度快，使用技術較成熟。
電磁彈射直接利用電力能更準確地調控輸出功率，
有利於針對不同型號和任務的飛機進行精確加速，
換句話就是既可以起飛幾十噸的戰鬥機，也可以起
飛相對較輕的無人機。

製作難度極大 中國起步晚攻克快
據央視軍事報道，電磁彈射器原理並不複雜，
但製作起來難度極大。要想讓二三十噸重的艦載機
在短短幾十米的距離上達到起飛所需的高速，電磁

彈射器的瞬間功率可達幾萬千瓦。
《國防時報》百度賬號文章指，福建艦有3套電
磁彈射系統，比福特號核動力航母少了一套彈射系
統。但分析指出，由於中國發展航母起步較晚，設計
師獲益於前人數十年來的研發，跳過中間的過程，讓
這艘解放軍最新型的航母結合了許多最新的技術。
“當然，電磁彈射的優勢當中也有短板。”田
小川說。比如，在美國海軍福特號服役以後，實驗的
過程中就發現，電磁彈射出現了很多技術性的故障。
據報道，美國海軍近年積極改進福特號上包括
電磁彈射在內的多個問題，目前已經決定在今年秋
季進行首次海外部署，這意味着福特號具備了初始
作戰能力。《國防時報》百度賬號文章指，中國對
電磁彈射器進行了數萬次測試，無疑是重大的技術
保障，有信心 003 型航母能用以比福特號航母少得
多的時間，達到初始作戰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遼寧艦
建造方式
改造
入列時間
1988年12月下水，2012年9月入列
基本參數
滿載排水量：6.75 萬噸
長：304 米 寬：70.5 米
最大航速：25 節
軍事參數
艦載機起飛方式：滑躍式起飛
艦載機主要類型和數量：24架殲-15
特色配置：殲-15 艦載戰鬥機，實
現了艦載戰鬥機上艦的歷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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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眾議院選舉 7 區國會女議員弗萊徹宣佈競選連任
德州眾議院選舉7
AREAA創會會長林富桂為弗萊徹舉行支持連任午餐會
AREAA
創會會長林富桂為弗萊徹舉行支持連任午餐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德州眾議
院選舉 7 區國會女議員弗萊徹 Lizzie
Fletcher 宣佈競選德州第七國會選區
連任，她也已經獲得哈里斯縣專員埃
利斯 Rodney Ellis，休斯頓市長特納
、Fort-Bend 縣法官喬治、哈里斯縣
法官伊達爾戈、拉丁裔勞工領導委員
會和 Run Sister Run PAC 的支持，支
持 她 2022 年 的 競 選 連 任 。 弗 萊 徹
Fletcher 的 2022 年連任競選活動，已
經獲得了的廣泛支持，表明了她自
2018 年第一次競選以來建立的聯盟的
文化多樣性。與此同時，休斯頓美國
亞裔地產協會 AREAA 創會會長，林
富桂女士(Dawn Lin), 為國會女議員弗
萊徹 Fletcher 舉行了一次午餐會，於
2022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11:30 至
下午 1:00 在位於 939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的老四川餐廳舉
行。在午餐會期間，弗萊徹與亞裔美
國人社區領袖和多家亞洲媒體電視台
、電台和報紙記者會面。除了美國朋
友的支持，林女士還向弗萊徹介紹了

多家中文、韓國和越南的媒體記者。
他們彼此自我介紹，他們還談論弗萊
徹的競選活動。以擴大她的競選範圍
，以贏得她在 2022 年 11 月的國會女
議員席位的連任。
美國各州眾議院議員選舉將於
2022 年 11 月 8 日舉行。所有 435 名眾
議院代表的席位都將進行選舉。美國
眾議院六名無投票權議員中的五名也
將進行選舉。由於 2020 年的選舉，
民主黨在美國眾議院保持多數席位，
贏得 222 個席位，對共和黨的 213 個
席位。截至 2022 年 6 月 16 日，民主
黨在美國眾議院以 220-209 的優勢獲
得 6 個空缺席位。共和黨人需要獲得
九個席位才能在眾議院贏得多數席位
。2022 年的選舉將是 2020 年人口普
查後分配和重新選區後的第一次選舉
。
埃利斯 Ellis 專員說:國會女議員弗
萊徹是大休斯頓地區人們公認的敬業

圖為德州眾議院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弗萊徹（右五 ）上周五中午在林富桂律師
圖為德州眾議院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弗萊徹（
上周五中午在林富桂律師（
（左五
左五）
）的邀集下
的邀集下，
，在 「老四川
老四川」」
餐廳與休市亞裔社區領袖聚會並合影。（
餐廳與休市亞裔社區領袖聚會並合影
。（右起
右起 ）Steve Yun,David Du, 日裔社區領袖 Glen Gondo, 休士頓 「國際區
國際區」」
區長、
區長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Clinton Wong, 著名地產開發商賴賢烈
著名地產開發商賴賢烈，
， 「美國亞裔地產協
美國亞裔地產協」」 副會
長李世威，
長李世威
，Thi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

德州眾議院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弗萊徹（右 ）
德州眾議院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弗萊徹（
上周五在林富桂律師（
上周五在林富桂律師
（左 ）的邀集下與亞裔社區
領袖會面。
領袖會面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

工作者，我們很幸運讓她在華盛頓為
我們而戰。我很自豪再次支持她連任
，並且知道我們多元化的社區將繼續
受益於她在國會的領導。 弗萊徹說:
我們一直和埃利斯致力於解決從防洪
到多式聯運等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期
待著繼續我們的合作。多年來，我一
直為真正的休斯頓人工作，他們有真
正的問題，他們需要易於理解的解決
方案,而不是陳詞濫調、理論或空洞的
承諾。我很自豪能在美國國會繼續這
項工作。作為德克薩斯州第七國會選
區的代表，我在眾議院交通和基礎設
施委員會任職，負責監督對我們社區

至關重要的問題，包括應急管理、港
口和水道以及交通項目。我還在眾議
院科學、空間和技術委員會任職，擔
任能源小組委員會主席。我是新民主
黨聯盟的成員，該聯盟是一群親商業
、親貿易的國會民主黨議員，我在該
組織中擔任其貿易工作組的聯合主席
，並將我們社區的專業知識作為社區
醫療保健工作專案組組的專業力量。
作為第二任國會議員，國會女議
員 Lizzie Fletcher 於 2018 年首次當選
代表德州第七國會選區，成為 50 多年
來第一位民主黨人，也是第一位女性

代表 TX-07。 2020 年，她再次當選
為全國共和黨國會委員會資金最雄厚
的挑戰者之一。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她已為連任籌集了超過 200 萬美
元的資金，手頭有近 180 萬美元的現
金用於競選。休斯頓對我很重要。我
的家人多年來一直把這個地區作為我
們的家。我的丈夫斯科特和我，以及
我們家的大部分人都把休斯頓稱為家
。我們致力於這座城市和居住在這裡
的人們。我致力於確保這個社區的核
心價值觀,包容、創新和協作,為所有
美國人帶來進步、平等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