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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6 月物價漲幅
月物價漲幅40
40年新高
年新高 消費支出增
消費支出增11.1%
（中央社）美國商務部今天公布，在通貨膨脹效應下，6 月美國消費者
支出增加 1.1%，高於市場預期。但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增率
接近 7%，創下 40 年半以來最大漲幅。
路透社報導，消費占美國經濟活動的 2/3 以上，昨天公布的美國第 2 季
國內生產毛額（GDP）先期報告已包含 6 月消費者支出數據，當中顯示，
經過通膨調整後，美國消費者支出寫下 2 年來最小增幅，歸咎於物價上漲
造成消費降溫，尤其是糧食採購部分。
汽油和其他能源產品價格升高，使得美國 6 月消費者支出數據膨脹，
成長幅度高於經濟學家預估的 0.9%；美國民眾在醫療照護和車輛的消費支
出金額也增加。

消費成本變貴，也使得美國 6 月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較 5 月上升
1.0%，漲幅高於 5 月的 0.6%並創下 2005 年 9 月以來新高。
與去年同期相較，美國 6 月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上漲 6.8%，漲幅較
5 月的 6.3%升溫，並寫下 1982 年 1 月以來最高紀錄。
去除波動的糧食和能源價格後，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月增
幅度由 5 月的 0.3%加速至 0.6%，年增幅度也由 4.7%升高至 4.8%。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官員密切追蹤這些數據，以觀察距離央行
目標通膨率 2%有多遠。
在物價勁揚下，經過通膨調整後的美國消費者支出，也僅由 5 月的萎
縮 0.3%改善至 6 月的增加 0.1%。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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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共同為社區繁榮而努力
近二年多來，因為新冠病毒之侵
襲加上全球経済之不振， 對我們社區
各行各業造成了巨大之沖擊，許多中
小企業因而倒閉或面臨更大之挑戰。
昨晚我們和許多政商界人士共集一堂
，並和休斯敦西南區和國際區的郡長
柯爾葛有了一次非常坦誠而有益的交
談和溝通， 這也是地方官員第一次能
夠非常耐心地聽取大家的意見。
最近把西南華埠及國際區納入柯
爾葛郡長之轄區才五個月， 但是他非
常熱心地走訪各地，聽取大家的意見
， 總的說來 ，我們提出改善治安及重
整経濟繁榮之兩大課題。首先是治安
嚴重敗壞問題， 西南地區因為人口密
集 ，公寓眾多， 銀行林立， 因此許
多亞裔成為犯罪之主要目標 ，打破玻

璃、 偷盜 、搶刧事件頻傳， 我們除
了在區內聘請私家保安外， 得到市及
郡警力之協助不夠， 這是我們最關心
之問題。
柯爾葛郡長同時宣佈，由著名建
築師及風水大師李兆瓊所設計建造一
座佛塔，將於九月十日在國際區之亞
德士多禮公園舉行破土典禮 ，這將是
為西南區增添亞裔文化建設之大工程
， 我們並且建議在佛塔附近建造國際
文化博物館， 為休斯敦市民提供世界
各國移民之文化 、生活及對経濟貢獻
之歷史記録 ，並且在此地區定期舉辦
各族裔之文化活動， 包括國慶農暦新
年、元旦及龍舟端午節等大型活動 ，
以便吸引更多之遊客前來共襄盛舉 ，
以促進経済之繁榮。

We Work Together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have closed down or have been forced to
seek greater challenges due to the huge
impact on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ur
community.
Last night we gathered with many local
leaders and had a very frank and beneficial
conversation with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Due to the dense population in our area,
there are many apartment complexes and
banks in the southwestern area so many
Asians have become the main targets of
crime. Breaking of glass, stealing of
merchandise and robberies are frequent. In
addition to hiring private security, we do not
have enough local police coverage to help in
our area. Commissioner Cagl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what we are facing today.

It has been over five months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and Southwestern Districts
were included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ommissioner Cagle and he visited our
district very enthusiastically to listen to our
concerns. Generally speaking, we have two
major topics of concern, including public
safe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On the economic issue, we believe that
having more tourists come to our area will be
of great benefit to our businesses, especially
our restaurants. Commissioner Cagle also
announced that a new Asian pagoda
designed by architect C. C. Lee will hold a
groundbreaking in a nearby park in the near
future. We also suggested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e center to
provid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ultural life and
highlight the many contributions of our new
immigrants. Commissioner Cagle also
promised to sponsor a large-scale number
of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to our district that will
lead to improving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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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局勢惡化，朝鮮嚴厲警告韓國
半島局勢惡化，
稱尹錫悅政權和軍隊都將被消滅

【綜合報道】自從尹錫悅上台後，韓國政府對朝鮮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與美國的軍事互
動越加頻繁，這也不可避免地推升了半島的緊張局勢。據環球時報報導稱，朝鮮最高領導人向美
韓發出了嚴厲警告，點名批評了尹錫悅對朝敵視的錯誤政策，稱韓方危險地企圖將立即遭到強有
力的懲罰，尹錫悅政權及其軍隊將被全部消滅。另外，其稱已經做好了與美國發生任何衝突的周
全準備，包括核戰爭。
這次半島局勢再次升溫的導火索為美韓舉行的聯合軍演。據悉，這次演習中，美軍出動了
F-35A 隱身戰機以及大量阿帕奇武裝直升機，而且美韓還毫不隱諱地稱，這場演習就是為了應對
來自朝鮮的所謂威脅。此外，韓外長同時還否認了有關“薩德”的“三不政策”，顯然是在為追
加部署“薩德”做輿論準備。面對美韓接二連三的挑釁行為，朝鮮方面自然會予以強力回應。
這次半島局勢升溫，其背後的主要推手仍是美國。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半島局勢升溫，將對
自身帶來三大好處。第一大好處，逼韓國進一步倒向美國。韓國在安全上十分依賴美國，當下美
國為了圍堵中國大陸，正在試圖建立芯片聯盟，將中國大陸排除在供應鏈之外，但韓國方面的反
應並不積極。畢竟韓國芯片企業非常清楚，一旦加入了美國主導的芯片聯盟，將完全被美國控制
，最後大概率會淪為炮灰。所以為了逼迫韓國妥協，美國便推動半島局勢升溫。
第二大好處，轉移民眾視線。美國現在國內矛盾重重，通膨危機遲遲未能得到遏制，經濟又
開始出現衰退。所以美國政府想要推動半島局勢升級，以轉移民眾視線。
第三大好處，給中國製造麻煩。中國是半島局勢的利益相關方，如果半島發生衝突，中方必
將捲入其中。美國便可以復刻烏克蘭危機，借半島問題拖延中國的發展進程。
尹錫悅政府也非常配合美國的策略，正在安全問題上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對朝鮮的態度也異常強
硬，且挑釁動作頻頻，致使半島局勢不斷升溫。但半島局勢並非由美韓兩國說了算，中國、朝鮮
以及俄羅斯都不會允許半島重燃戰火。
所以，此前美國在安理會上強推對朝制裁提案時，遭到了中俄兩國的反對。當時中方就曾揭
穿過美國此舉是要將半島問題納入美國的“印太戰略”，由此中方前不久也曾明確警告過美方，
若美國打算重新點燃東北亞戰火，中方別無選擇，必將採取堅決措施。
對於尹錫悅政府意圖追加部署“薩德”一事，中方也明確提醒韓國，新官不能不理舊賬，
“薩德”損害了中方的國家利益，若韓方一意孤行，我們不可能視而不見。
朝鮮方面的回應則十分嚴厲，朝鮮最高領導人不僅痛批了尹錫悅政府對朝敵視、以及挑動地
區緊張的錯誤政策，而且還直言朝鮮已經做好了與美國爆發任何衝突的準備。以往無論美國如何
威脅朝鮮，朝鮮都針對韓國，但現在朝鮮已經具備將核武器投送到美國本土的能力，完全有底氣

回擊美國的威脅。當年朝鮮敢無視美國威脅，直接擊落美軍的偵察機，如今朝鮮也完全有可能對
美國展開軍事報復。對此，美國不見得有徹底激怒朝鮮的勇氣。
半島局勢的穩定，符合域內國家的實際利益。當下美韓兩國國內經濟形勢都極其嚴峻，此時
應該將精力放在國內，而不是通過對外示強以轉移視線。尤其是韓國，烏克蘭這個反面教材就在
眼前，若執意配合美國推升半島局勢，最終作為棋子的韓國必將成為炮灰。

緊張局勢升級 緬甸仰光市中心道路被短暫封鎖
（綜合報導）近日，緬甸監獄對 4 名政治犯執行死刑的消息
引發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據了解，緬甸 4 名政治犯被執行死刑後，聯合國、美國等國
家先後發聲，譴責緬甸國管委。對此，國管委發言人強勢回應，
執行死刑的決定是監獄管理機關作出的，同時，緬甸尚未簽署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 Protocol）》，有權利
執行死刑。
仰光蘇雷附近道路被封鎖，公交車等一律不得通過
仰光當地居民表示，今早（7 月 29 日）9 點開始，瑪哈班努
臘公園附近有大量軍警安保人員駐守，來往人員必須接受檢查，
蘇雷至勃丘路實行交通管制，通往班梭丹方向的通道也被臨時封
鎖。可以說示威的地區附近，所有通道都被封鎖了，上午 10 點
左右解除了封鎖，蘇雷附近交通恢復正常通行。
一位民眾表示，仰光市蘇雷佛塔附近軍方加強了安全檢查，
市政大廳附近的公交車站台也被封鎖，禁止車輛通過。
在蘇雷佛塔附近上班的一名工人稱，29、36、87、116、

115 路公交車都是停在蘇雷消防局前方，因為市政大廳附近的公
交車站台被封鎖了。現在公交車只能行駛到總統電影院前方，之
後就要掉頭了，不能去往蘇雷佛塔附近。
皎德達鎮一名民眾稱，瑪哈班努臘公園也關閉了，市政大廳
後面的路上有軍警車輛，阿瑙鐵路的一個路口處，也有 2 名警員
看守，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反正那周圍的路都封鎖了。
蘇雷附近的居民表示，遊行示威的人數超過 100 人，上午 9
點開始，示威的居民聚集在市中心，對國家管理委員會重啟死刑
表示支持。帶頭舉行遊行示威的負責人為鞏發黨前議員代表吳臘
綏。
事發後，鞏發黨發言人楠達臘敏對外表示，此次遊行示威與
政黨無關，不代表政黨的立場。
此外，緬甸仰光仰京鎮區有民眾稱，其他的移動網絡信號差
或直接斷網，同時，光纖 WiFi 網絡斷網。今早恢復了正常。
繼仰光的 3 個鎮區延期宵禁後，緬甸又有 2 個鎮區延期宵禁
日前，國管委下屬鎮區總務局發布通令，宣布仰光巴漢鎮區

、藍馬多鎮區和沙廉鎮將延期 144 條例宵禁令，禁止舉行 5 人以
上集會，晚 12 點至次日凌晨 4 點禁止外出。新通令發布前，宵
禁令將一直生效。
之後，國管委再次下發通令，宣布伊洛瓦底省馬烏賓鎮、勃
生鎮等鎮區的宵禁令延期。
據了解，2021 年 2 月 1 日後，伊洛瓦底省的 26 個鎮區發布
宵禁令，但當局一直沒有發布新通令，宣布延期宵禁或取消宵禁
。近期，多個鎮區再發通令，宣布延期宵禁令。
馬烏賓鎮一位民眾表示，7 月 25 日開始，我們這邊就廣播通知，
稱是為了建立法治社會，禁止民眾在夜間 12 點至次日凌晨 4 點
間外出。
此外，勃生民眾也表示，勃生鎮也延期宵禁令。
據悉，伊洛瓦底省內共有 26 個鎮區，近期宣布延期宵禁令
的是馬烏賓和勃生，其他鎮區是否發布通告暫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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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土耳其、聯合國簽署協議

黑海糧食出口有望打通

綜合報導 經過兩個多月的斡旋後，
土耳其與俄羅斯、烏克蘭和聯合國就經
黑海運輸烏克蘭糧食簽署協議。
據悉，土耳其、聯合國和俄羅斯同
一天也將簽署一份類似的文件。但俄烏
之間不會簽署直接的糧食協議。
烏克蘭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和
第五大小麥出口國，俄烏沖突以來，該
國糧食出口大幅下跌。如果四方簽署協
議，將有助於緩解全球糧食危機。
對於周五的談判，烏克蘭此前使用
了更謹慎的說法，稱各方「可能」會簽
署協議。俄羅斯則拒絕置評。
在四方談判前一天，歐盟理事會通
過了對俄羅斯的新一輪製裁提案。新製
裁放松了對第三方國家從俄羅斯進口農
產品的限製。
土耳其總統府發言人卡林（Ibrahim
Kalin）在 Twitter 發文，宣布土總統埃爾

多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以及俄羅
斯和烏克蘭代表將於周五在伊斯坦布爾
見證黑海糧食出口協議的簽署。
烏克蘭外交部指出，烏克蘭只會支持
能確保烏克蘭南部地區安全、確保烏克蘭
軍隊在黑海占據有利地位、確保烏克蘭農
產品能安全出口到其他國家的協議。
俄羅斯克裏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則拒絕對土耳其的說法置評，稱相關問
題由俄羅斯軍方決定。
聯合國官員透露，古特雷斯已於周
四晚抵達伊斯坦布爾。該官員稱參與談
判的四方已經達成一致。
俄烏沖突前，烏克蘭有 90%以上的谷物
出口通過黑海港口運輸。目前各港口已
停止通航，俄海軍控製了黑海和亞速海
，烏克蘭和俄羅斯還指責對方在海上布
設水雷。近幾周，為了加大防禦力度，
烏克蘭增加了港口附近的水雷布設。

單日融冰 60 億噸!
異常溫暖天氣致格陵蘭島冰山快速融化
綜合報導 據報道，受異常溫暖的天氣影響，格陵蘭島北部冰山正
在快速融化。
美國國家冰雪數據中心顯示，7 月 15 日至 17 日之間，格陵蘭島每天
有 60 億噸融化的水湧入海洋，三天的冰雪融化量足以填滿 720 萬個標準
奧林匹克遊泳池。
據報道，格陵蘭島北部氣溫近期達到15.6攝氏度左右，比往年高出5.6攝
氏度左右。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國家冰雪數據中心高級研究科學家表示，從30
到40年的氣候平均值來看，「過去一周島嶼北部的融雪量很反常。」
目前駐紮在格陵蘭島的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研究科學家說，他這幾天
甚至可以穿著 T 恤四處走動，這種情況在寒冷的北冰洋地區極不正常，
令他感到擔憂。
2019 年，格陵蘭島發生史無前例的融雪事件，曾有 5320 億噸水流入
大海，導致全球海平面永久地上升了 1.5 毫米。
2022 年 2 月發表的研究顯示，格陵蘭冰蓋底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融化。如果格陵蘭島的雪山全部融化，可使全球海平面升高 7.5 米。
自 1980 年代以來，格陵蘭島每十年約升溫 0.8 攝氏度，比全球變暖
升溫的速度快四倍。

俄羅斯外長表示
俄將考慮匈牙利提出的增供天然氣請求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莫斯科表示，匈牙利政府希
望從俄羅斯額外采購天然氣，俄方將考慮這一請求。
據俄外交部網站消息，拉夫羅夫當天與到訪的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
舉行會談，雙方探討了在能源、交通等領域重大合作項目的實施情況，
並重申了在擴建匈牙利核電站方面繼續合作的意願。
西雅爾多在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匈牙利政府決定額外采購 7
億立方米天然氣，沒有俄羅斯的幫助這是無法實現的，匈牙利希望與俄
方盡快完成相關談判。
拉夫羅夫表示，全面執行俄向匈出口天然氣的長期合同完全符合兩
國利益，俄羅斯將立刻研究匈方提出的增供天然氣請求。
拉夫羅夫強調，俄羅斯將盡力發展與匈牙利的長期戰略關系。俄方
不希望西方對俄製裁阻礙俄匈合作，兩國將尋求解決方案，以避免各領
域的合作受到製裁影響。
去年 9 月，俄匈兩國能源公司簽訂兩份長期合同，規定俄羅斯每年
通過經塞爾維亞和奧地利的天然氣管道向匈牙利供應 45 億立方米天然氣
。合同有效期為 15 年。
匈牙利總理府部長古亞什本月表示，俄烏沖突和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的
製裁導致歐洲能源價格急劇上漲，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引發能源危機。為保
護匈牙利家庭和確保能源供應，匈政府決定國家進入能源緊急狀態。

烏克蘭黑海沿岸的敖德薩港是四方
談判的糧食運輸港口之一。俄羅斯要求
烏克蘭清除海上水雷，但烏克蘭對此心
存顧慮，擔憂一旦清除港口附近的水雷
，俄羅斯將趁機攻入敖德薩。
敖德薩是烏克蘭在黑海的最大港市
，目前仍在烏克蘭控製中。烏克蘭當局
估算，目前有約 2000 萬噸谷物滯留在敖
德薩無法運出。
除了對清除水雷的分歧之外，俄烏
的另一大分歧點是俄羅斯要求檢查進出
港口的運糧船，防止武器運入烏克蘭。
據此前知情官員透露，協議內容包
括烏克蘭艦船帶領運糧船穿過布有水雷
的海域；運糧船通過時俄羅斯停止進攻
；土耳其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對運糧船進
行檢查。
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和聯合國
將在伊斯坦布爾設立協調中心，負責糧
食運輸事宜。除此之外，協議還將讓俄
羅斯得以從黑海出口糧食和化肥。
有官員指出，一旦四方簽署協議，
如何執行將成為關鍵。除了解決水雷問
題外，商船和船員可能因為擔憂被卷入
交火中而不願前往黑海，保險商也可能
不願為相關船只提供保險。

俄烏沖突前，烏克蘭每月出口 500
萬到 600 萬噸谷物。烏克蘭農業部統計
顯示，今年 3 月烏克蘭的谷物出口跌至
20 萬噸；4 月回升至 100 萬噸，6 月為 217
萬噸。
黑海通道無法使用後，烏克蘭通過
鐵路將糧食運往波蘭、羅馬尼亞等國。
將糧食運往波蘭時，由於烏克蘭的鐵軌
比歐盟鐵軌寬，烏克蘭火車到邊境後需
要更換車廂才能進入歐盟國家。這也意
味著要將貨物重新裝卸，運輸成本增加
、耗時更長。
糧食進入羅馬尼亞後則大部分轉為
航運經多瑙河，運至羅馬尼亞在黑海的
康斯坦察港，再從康斯坦察港運往其他
國家。
但康斯坦察港同時負責出口羅馬尼
亞、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國的貨物，自 3
月以來就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今年以
來，康斯坦察港運輸了約 1200 噸糧食，
其中只有 120 萬噸來自烏克蘭。
而 7 月，烏克蘭進入了新的收割季
，烏克蘭谷物協會預計今年收割糧食將
達 6000 萬噸。烏克蘭農業部稱該國將有
1500 萬到 1800 萬噸糧食無處存放，谷物
協會認為有 2500 萬噸。

就在俄烏等四方就黑海糧食出口進
行談判前一天，歐盟理事會通過了歐盟
委員會對俄羅斯的新製裁提案。
新製裁禁止直接或間接購買、進口
、轉讓原產自俄羅斯並從俄羅斯出口到
歐盟或者任何第三方國家的黃金，珠寶
也包括其中。俄烏沖突前，英國是俄羅
斯黃金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新提案還將收緊對俄羅斯的先進技
術出口，將 48 人和九個實體納入製裁名
單。新納入製裁名單的實體包括俄羅斯
聯邦儲蓄銀行。
但對於從俄羅斯進口糧食，歐盟準
備提供部分豁免。歐盟將豁免部分資產
遭凍結的銀行，以便相關國家購買、進
口或轉讓俄羅斯農業產品和食品，肥料
也包括在其中。
西方製裁已經對俄羅斯的化肥出口
造成影響，從而進一步推高糧食價格。
俄羅斯烏拉爾鉀肥公司母公司 Uralchem
的負責人上月透露，Uralchem 和烏拉爾
鉀肥公司今年的化肥出口下降了 25%到
30%。
聯合國統計顯示，去年，俄羅斯為
全球第一大氮肥出口國、第二大鉀肥出
口國和第三大磷肥出口國。

荷蘭史基浦機場故障
荷航轉機乘客僅能攜帶手提行李登機
綜合報導 在荷蘭史基浦機場轉機搭
乘歐洲航班的荷航旅客，目前只能攜帶手
提行李繼續其旅行。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KLM 在其網站上報告說，原因是史基浦機
場的行李系統出現故障。
史基浦機場表示，昨天行李系統的確
出現部分故障，但當天就修復了。包括荷
航 KLM 在內的多家航空公司的旅客正在
經歷這種故障的後果。
由於昨天的技術故障，機場至少有數
千個手提箱未能轉運。
荷航發言人說：「通過采取措施，我們
正試圖在行李處理方面創造更多可能性。因
此，我們首先希望能夠把昨天留下的所有行
李箱都運走，我們就可以解決問題。」
有關乘客收到了航空公司發來的關於
故障的手機短信，包含公司的道歉。如果
旅客不能只攜帶手提行李旅行，可以要求
重新預訂旅行的航班。根據荷航的說法，
如果旅客自己決定取消航班並預訂新的航
班，可以免費完成。
另一家航空公司 Transavia 宣布，昨天

史基浦機場行李系統故障
的後果對他們來說有限。
航空業工會 FNV 稱
故障令人討厭，但將其
視為意外事件，機場的
員工們也保持冷靜。工
會 FNV 的 領 導 人 德 比
（Jaap de Bie） 說 ：
「機場員工的短缺，已
經造成了行李的堆積，
昨天的故障只是增加了
一些些堆積的現象，沒
有什麼印象。」
由於多次故障，史基浦機場的行李問
題似乎越來越嚴重。由於行李搬運工和航
空公司的人員短缺，最近幾周，機場裏堆
積了數千個手提箱和行李。
史基浦機場並不是唯一出現類似問題的
機場，其他外國機場也有行李處理的問題。
周四，一對父子在一架即將從史基浦
起飛的飛機上製造了一場騷亂。42 歲的父
親抵達時身上有一股濃烈的酒味，而 14 歲

的兒子表現得非常咄咄逼人，開始罵人。
兩人被機場憲兵請出了飛機。
這趟航班正要啟程前往希臘的科斯
島，已經離開了登機口。但是，機艙中
很快出了問題，這對父子造成了如此大的
麻煩，以至於機長決定不讓兩人一起飛行
，並叫來了憲兵。
兩人因不遵守機長的指示而被扣
押。父親被控公開酗酒，兒子被控侮
辱他人。

伊拉克北部一度假區疑遭土耳其襲擊，數百巴格達民眾聚集抗議
綜合報導 伊拉克北部杜胡
克省的一個山區度假村於遭炮
彈襲擊，造成 9 人死亡。伊拉
克政府指責土耳其方面實施了
襲擊，而土耳其方面則表示，
土耳其軍方沒有對事發地區的
平民進行任何襲擊。21 日，數
百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聚集
，就此事進行抗議活動。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
20 日，伊拉克北部靠近土耳其
邊境的杜胡克省的一個度假村
遭到炮彈襲擊，造成 9 人死亡
，死者中包括一名剛結婚的男

子和一名年僅 1 歲的孩子。
值得註意的是，土耳其軍
隊曾在事發地區發起過針對庫
爾德工人黨的軍事行動。伊拉
克政府指責土耳其應對此次襲
擊負責，但未能提供具體證據
。而土耳其方面則表示，土方
沒有對該地區的平民進行任何
襲擊，並表示準備與伊拉克舉
行會談以查明事實。
伊拉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
說，所有信號都表明土耳其應對
此次襲擊負責，土方的否認只是
一個「黑色笑話」罷了。伊拉

克方面還在聲明中表示，伊拉
克不排除實施針對土耳其的經
濟方面的應對措施的可能性，
但伊拉克外交部沒有對此作更
多解釋。
伊拉克政府表示，已就此次
襲擊召見了土耳其駐伊拉克大使
。伊拉克政府還表示，將召回其
駐土耳其代辦進行磋商。
當地時間 21 日，遇難者的
遺體被空運至巴格達，包括總
理卡迪米在內的伊拉克政府高
級官員出席了儀式。卡迪米的
辦公室將此次襲擊的受害者稱

為「土耳其針對平民進行的殘
酷襲擊中的烈士」。
同日，約 500 人聚集在巴
格達市內一棟屬於土耳其大使
館的建築物附近就 20 日的度假
村遭襲事件舉行抗議，警察和
抗議者之間爆發了短暫的混戰
。抗議者海德爾· 塔米米
（Haider al-Tamimi）說：「我
們要求伊拉克政府做出真正的
回應。」他指責伊拉克和由庫
爾德人領導的伊拉克庫爾德斯
坦自治區的政客們對流血事件
反應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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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當選印度新總統
創下這些第一
印度執政聯盟推選的候選人莫爾穆
在第 15 屆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新一任
總統。
莫爾穆的當選創造了多個紀錄：她
是印度第一位部落出身的總統，第一位
印度獨立後出生的總統，也是印度最年
輕的總統和印度第二位女總統。

不過，莫爾穆出生於部落首領家庭，
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
在開始政治生涯前，莫爾穆曾在奧
裏薩邦政府擔任過文員職務，也擔任過
教師。
莫爾穆的家庭生活遭受過嚴重打擊，
她曾接連失去兩個兒子和丈夫，陷入巨
大的悲痛之中。但她的身邊人指出，莫
「擁有面對悲劇的堅忍」
爾穆性格中最顯著的部分，即是她「無
今年 64 歲的莫爾穆來自印度奧裏薩 論幸福還是悲傷，都能泰然自若，擁有
邦，她出生在印度最大部落之一桑塔爾 面對悲劇的堅忍」。
部落的一個村莊裏。
在印度，部落群體廣泛分布於印度
被譽為 「大地的女兒」
多個地方邦，生活在政府行政管轄範圍
1997年，莫爾穆加入印度人民黨，並
外的山區、森林等地。這裏長期推行自 在 2000 年和 2009 年兩度當選奧裏薩邦議
給自足的農耕社會，人民生活水平低、 會議員。她曾在奧裏薩邦交通、商業、
知識技能匱乏。
漁業和畜牧部門任職，後成為賈坎德邦

的第一位女性邦長。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報道，在任期內，她曾因向各行
各業的人開放邦長辦公室而贏得贊賞。
在同僚眼中，莫爾穆是「直率而簡
單的人」。奧裏薩邦的政治領導人在得
知她成為總統候選人後對她表示恭喜，
稱她為「大地的女兒」。
印度人民黨主席賈加特•普拉卡
什 • 納達也在《印度時報》上撰文表示
支持，稱莫爾穆的參選「對印度來說是
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並形容她為印度
政壇中「一股清新的空氣」。
印度總理莫迪曾發推文表示，莫爾
穆「一直致力於為社會服務，為窮人、
受壓迫者和邊緣群體爭取權利。」莫迪
還對她的行政經驗表示贊賞，稱莫爾穆
在長期社會工作中積累了親民的良好聲

望，相信她能夠勝任總統一職。
印度新德裏電視臺也評價道，莫爾
穆大量接待了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民眾
，傾聽各方訴求，並運用自己的力量推
動解決問題，獲得廣泛好評。
或成決定印度未來政局的關鍵？
有分析認為，這一次的總統選舉可能
會對印度2024年下議院選舉產生影響。
印度總統任期 5 年，雖然擁有任命
總理、各邦邦長、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
法官等高層官員等職權，但印度平時依

照以總理為首的部長會議建議行使職權
，總統實際權力有限，真正掌握實權的
是總理。
而印度總理莫迪和他領導的人民黨
在今年 2 月的地方邦選舉中並未取得理
想成績，加上全球經濟下滑給印度國內
帶來影響，莫迪政府在未來兩年將會面
臨更多壓力。
莫爾穆當選後能否幫助人民黨更好
地團結印度各邊緣群體，爭取足夠多的
選票，或許，將會成為決定印度未來政
局的關鍵。

日本著名時裝設計師山本耀司：服裝業應加快數字化轉型
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新聞》刊登
了日本著名時裝設計師山本耀司的一篇
題為《時尚產業能否「可持續發展」》
的文章，主要內容編譯如下：
在我個人看來，時裝行業的現有機
製已經無法繼續運轉。新冠疫情和烏克
蘭沖突可以說是導火索。社會結構和消
費方式的變化迫使整個行業調整既有模
式。如果應對不力，我們這個行業或許
將迎來「終結的開始」。
必須改革產能過剩、提前打折和服裝
技師日常工作過於緊湊的現狀。行業相關人
士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習慣了現在這種不正常
的狀態，難以從負面連鎖反應中抽離。
不過我個人對由業界主導的改革能
否推行下去持懷疑態度，因為資本和那
些主導製造業和零售業的大企業聽不進
去我們的建議。比起讓行業采取行動，
或許消費者一方的選擇才是決定未來發
展方向的關鍵。

穿衣是一種文化，也是人生觀的投
射。知名度高、流行、便宜，如果購買
動機僅限於這些，似乎太單薄了一點。
只要這種狀態持續下去，就培養不出真
正有才能的設計師。
山本耀司這個品牌一直以來與大資
本和快時尚保持距離，而我們業績堅挺
。但是，從整個行業的角度看，如果不
認真推進改革，還是可能面臨消亡或被
淘汰的風險。
目前，整個行業面臨的困難也讓我
對設計師參加海外時裝周的意義產生了
疑問。新冠疫情導致出入境手續變得極
其繁瑣，烏克蘭沖突又造成諸多航線中
斷，從日本去巴黎的時間大幅延長。亞
洲市場的重要性正在飛速上升，那些以
巴黎為天花板的海外時裝周的地位也在
發生質變。
我也在問自己：「一定要在巴黎開
發布會到底有什麼意義？」目前我旗下

的女裝還在參加巴黎時裝周，但男裝發
布會的地點已經連續兩次改到東京。因
為我逐漸意識到，未必一定要在巴黎開
發布會。
虛擬現實技術和增強現實技術都在飛
速進步，可以利用它們把商品展示給全世界
的買手和消費者。未來發布會的形式可能會
越來越豐富。新冠疫情暴發後，我旗下男裝
與巴黎時裝周之間的關系已經變淡了。或許
以此為契機，模特界的重心也將從歐美轉向
亞洲。
著眼於後疫情時代，我們也在努力
應對新的挑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快
數字化轉型。
今年秋天，我們將在東京、大阪、
紐約開設線上線下融合（OMO）門店。
7 月下旬還將上線新的網站，兼營其他
公司的產品，包括那些與山本耀司品牌
擁有共同價值觀的服裝設計師和藝術家
們的作品。

分布在日本和美國的三家 OMO 新門
店除日常銷售外，還將兼具試衣間功能，
可以吸引更多網上客戶。數字化有可能成
為後疫情時代商業模式的新關鍵詞。
之所以要加快數字化轉型，主要是
因為，我們的全年網上銷售額已經達到
24 億日元（約合 1700 萬美元），而且還
在穩步增長。
認識到哪些應當改變，哪些需要堅
持，將成為我們穿過時代風浪的動力。
在服裝設計上，我絕不妥協，但在企業
經營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應對變化方
面必須具備靈活性。
對主要在日本國內采購原材料和進
行縫製的我們來說，近來日元大幅貶值
反倒是利好，既不會增加成本，又為銷
往海外的產品留出了適度降價的余地。
即便前景不明，只要堅持腳踏實地
做衣服、大膽迎接挑戰，就一定能找到
活下去的道路。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
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
星期日 何佩珊
2022年7月31日
Sunday,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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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疫苗不良反應數據

(

◆截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中國內
地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疫苗超過
33.8 億劑次，累計報告預防接
種後不良事件 238,215 例，總
體報告發生率為 70.45/10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科研
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負責人曾益新 23 日在國
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現職

◆報告中一般反應，主要為局部
疼痛、紅腫、硬結以及一過性
發熱等症狀。在異常反應中，
報告例數居前五位為過敏性皮
疹 ， 總 共 是 7,217 例 佔
55.38%，其他過敏反應 1,309
例佔 10.04%，過敏性紫癜 549
例佔 4.21%、過敏性休克 366
例佔 2.81%、吉蘭-巴雷綜合症
290 例佔 2.23%。

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而且都是接種中國國產疫苗，這充分顯示了
中國領導人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
視，對國產新冠疫苗的高度信任。官方強
調，國產新冠疫苗的接種，不會引起白血病
和糖尿病的發生，也不會引起導致腫瘤擴
散，或引起抗體依賴性增強等現象。目前數
據顯示，新冠疫苗不良反應報告率略低於每
年常規接種疫苗的報告水平。

文匯要聞

◆中國內地 60 歲以上人群至少 1 劑次疫苗接種率為 89
89..6%，全程接種率為 84
84..7%，加強免疫接種率
為 67
67..3%。圖為北京醫護人員為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
圖為北京醫護人員為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
。
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中國產新冠疫苗安全有效
31 個省
曾益新表示，截至目前，中國內地
（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

告新冠疫苗第一劑次接種覆蓋率為 92.1%，全
程 接 種 率 為 89.7% ， 加 強 免 疫 接 種 率 為
71.7%。在老年人接種方面，目前，中國內地
60 歲 以 上 人 群 至 少 1 劑 次 疫 苗 接 種 率 為
89.6%，全程接種率為 84.7%，加強免疫接種
率為67.3%。
曾益新表示，內地全人群以及 60 歲以上
老年人群疫苗接種覆蓋率比過去都已有較大提
高，但是仍然還有需要提升的空間，主要是
80 歲以上高齡老人疫苗接種覆蓋率還有待提
高，以及老年人的加強針接種率還有待提高。

中國內地接種數據一覽
◆截至 7 月 22 日，中國內地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疫苗 34.16727 億劑次，疫苗接種總人數達
到 12.98636 億，第一劑次接種覆蓋率為 92.1%，全程接種率達到 89.7%，完成加強免
疫接種率為 71.7%。
◆中國內地 60 歲以上至少 1 劑次疫苗接種率為 89.6%，基礎免疫全程接種比例達到
84.7%，加強免疫接種率達到 67.3%。60-69 歲加強免疫接種率是 72.8%；70-79 歲加
強免疫接種率是 69.9%；80 歲以上人群加強免疫接種率是 38.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接種新冠疫苗不會引發白血病糖尿病
針對有網絡傳言稱接種新冠疫苗會導致
白血病、糖尿病等情況，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
學中心感染病醫學部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王
福生表示，這是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
他表示，疫苗中的各種物質對人體是安
全的，不會直接致病。目前內地接種量最大的
新冠滅活疫苗，有充分的安全保障，與使用數
十年的甲肝、狂犬病疫苗的生產滅活工藝基本
相同，至今未見接種這些疫苗與發生白血病或
糖尿病有關聯的報道。
此外，臨床監測和統計數據顯示，在新
冠疫情發生前後的四年中，糖尿病和白血病的
就診人數和住院次數基本一致，無顯著變化，
這表明接種新冠疫苗不會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
的發生。

國際上大規模用中國疫苗無現安全問題
中華預防醫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馮子
健表示，總體看，目前新冠疫苗一般反應、異
常反應、嚴重異常反應報告率均低於2020年全
國其他常規接種疫苗如脊髓灰質炎疫苗、麻疹
疫苗、乙肝疫苗等的報告水平。迄今，國際上
大規模使用中國新冠疫苗的國家也未發現疫苗
安全問題。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中國新冠疫苗是
非常安全的。

多國將中國疫苗用於低齡兒童接種
曾益新表示，目前中國有 3 個新冠疫苗被
世界衞生組織納入緊急使用清單，有超過 100
個國家批准使用中國生產的疫苗，其中許多國
家把中國疫苗作為低齡兒童唯一使用的疫苗。
土耳其、塞爾維亞、柬埔寨、菲律賓、
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約旦、印尼、秘魯、智
利等 30 多個國家領導人都帶頭接種了中國國
產疫苗，這些情況都充分說明中國疫苗得到國
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超過 100 個國家批准使用中國生產的疫苗。圖為菲律賓政府採購的中國科興新冠疫苗早前運抵
菲首都馬尼拉。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華預防醫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馮子健 23
日表示，目前中國內地多條技術路線均已開展單
價、多價奧密克戎變異株疫苗研發。進展較快的
單價奧密克戎變異株滅活疫苗已經獲得臨床試驗
批准，正在浙江、湖南、香港等地開展臨床試
驗。“我國奧密克戎變異株疫苗研發工作正在穩
步推進，只要有需要，按照相關法規要求，可以
迅速啟動緊急使用的審批程序，提供接種。”馮
子健說。
除前述疫苗外，馮子健還表示，內地進展較快
的四價重組蛋白疫苗已經獲得阿聯酋Ⅲ期臨床試驗
批件，相關研究已經啟動。其他多款單價、多價含
奧密克戎變異株滅活疫苗、重組蛋白疫苗、腺病毒
載體疫苗、mRNA疫苗也在開展臨床前研究，進展
較快的已向藥品審批中心提交臨床試驗申報資料。
此外，中國還布局了廣譜新冠疫苗的研究，進展較
快的疫苗已經獲得臨床試驗批件並啟動相關研究。
他強調，對於是否需要接種、何時接種含奧密克戎
變異株疫苗的問題，中國和國際上都在研究，主要
是需要研判病毒變異和免疫逃逸的情況。
針對備受關注的奧密克戎 BA.4、BA.5 亞分
支問題，國家衞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有研
究表明，疫苗接種者的血清針對 BA.4、BA.5 的
中和能力有所下降，但是疫苗接種所產生的細
胞免疫對病毒變異的耐受性相對好一些。真實
世界結果也表明，疫苗接種對於 BA.4、BA.5 引
起的肺炎、重症和死亡依然有很好的保護作
用。從目前情況看，公眾對奧密克戎變異株亞
分支不用過度緊張和擔心，關鍵還是抓好常態
化疫情防控，包括加強老年人疫苗接種。

多技術路線研發奧密克戎變異株疫苗

不良反應率低於常規疫苗 現職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已完成接種

深圳疫情多點散發 連三日啟全員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日，
深圳連續數日出現多宗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呈
現多點散發的趨勢，疫情防控形勢日漸嚴峻。為了
阻斷隱秘的傳播鏈，自 7 月 22 日晚 20 時起，深圳連
續三日開展全員同時空核酸檢測，多區劃分中、高
風險區，另因疫情防控需要，多個景區、場館、醫
院、地鐵線路被臨時閉園、暫停活動、停診及停
駛，進出各類卡口亦需 24 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且加強“電子哨兵”掃碼，嚴查疏漏。中共深圳市
委組織部呼籲全市居民齊心共同抗疫。
根據深圳衞健委通報，7 月 19 日至 22 日，深圳
新增病例均超過 2 位數，其中，22 日 0 至 24 時新增
31 例病例，除在隔離觀察的密接人員，高、中風險
區和重點人員篩查中發現外，還有多起是主動就診

和社區篩查中發現。根據疫情防控的需要，福田、
南山、羅湖、龍崗、寶安等多地劃分高、中、低風
險區，其中高風險地區實行“足不出戶、上門服
務”的封控措施。中風險區實行“人不出區、錯峰
取物”的管控措施。低風險區實行“個人防護、避
免聚集”的防範措施，加強社會面和密閉性空間及
接觸性行業管理。

進出各類卡口需24小時陰性證明
7 月 22 日晚，中共深圳市委組織部在《致全市
市民朋友和黨員幹部的一封信：“疫”不容
“遲”，你我同行動》中呼籲，市民“靜”下來配
合防疫，延緩旅行及集體聚餐，“打工人”保持
“兩點一線”行動，暫停“廣場舞”、“健身

操”、“麻將桌”等聚集活動，學生在家閱讀。廣
大黨員幹部則主動行動起來，向社區報道，一同打
響一場動靜兼合、攻守相濟的疫情殲滅戰。
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目前深圳梧桐山、仙
湖植物園、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電影
院等多個景區、場館等均已暫停開放，部分醫院急診
停診，多條地鐵線路停駛，進出各類卡口亦需24小時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在深圳市新
冠肺炎防控領導小組（指揮部）視頻會議上表示，要
把疫情防控作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最突出的工作，集
中精力，調集一切資源，動員一切力量，以分秒必爭
的緊迫感、有力有效的強舉措、敢於擔當的硬作風，
努力在最短時間內把本土疫情“圍住、撈乾、撲
滅”，堅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殲滅戰。

香港新聞
香港瞭望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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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冷氣無風扇免吹凍佳餚 工會籲發高溫補貼

熱浪逼人，香港截至 26 日晚 9 時酷熱天氣
警告已持續生效逾 271 小時，本月高溫更刷新
多項紀錄。炎熱天氣下，戶外工作者的中暑風
險引起各界關注，但原來有一種行業是隱形的
中暑高危人群─廚師。為確保食物熱辣辣上
枱，不少廚房尤其是中式廚房，沒有安裝冷
氣，風扇也不能直吹廚師上身，以免佳餚被吹

﹁

涼，加上中式菜講求火候，整個廚房的溫度比
室外最少高 5 度，炎炎夏日更讓廚房添“一把
火”。一名 60 多歲中式廚師向記者表示，近
日持續酷熱，每日都有輕度中暑症狀，感覺無
法呼吸。有飲食業工會呼籲特區政府制定職業

﹂

安全法例要求，以及向廚師發放高溫補貼，讓
他們添置消暑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夏日炎熱環境下的重體力勞動者、老年
體弱或有慢性疾病者、嬰幼兒，乃至

於一班廚師，都是中暑的高危人群。原來
我們享受美食的背後，是一班廚師承受着
極高溫環境下炮製出來。
60 多歲的中式廚師大翔從事廚師工作
約有 20 年，之前做過西式廚師。他表示因
烹飪方式不同，在西式廚房內會比較舒
服，“中菜需要明火大炒啊，高溫蒸啊，
西菜就通常是冷菜，好少需要用到高溫
火，所以西式廚師大部分配置比較好，都
裝有冷氣。”
“做中式廚師，夏天是最難受的時
候。”大翔指近日天氣持續酷熱，感到自
己不時出現輕度中暑跡象，“一靠近鍋就
◆六十多歲的大翔在焗熱環境下
呼吸困難，透唔到氣嘅感覺，亦有覺得個
工作。
工作
。
受訪者提供
頭好重好暈，一有呢啲感覺就馬上要離開
廚房去小息，叫其他人炒。”大翔表示一
切都是為了“搵食”，好在他的子女已經各自有工
作，他承受的經濟壓力不會太大，“如果開足工，
每個月約有兩萬幾蚊。”

溫度比室外熱5度

▲中式廚師需要明火炒菜。

資料圖片

▼香港食環署署長楊碧筠（左三）和議員
26 日午到溫度 37 度以上的西貢街市視
察，表示短期措施包括加設涼風機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天氣持續酷熱，全港
卻有約半、53 間食環署轄下公共街市沒有安裝冷氣，其中
一個缺乏冷氣設施的西貢街市，室內溫度近 40 度。有海鮮
檔主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好像“焗桑拿”，趕走約
四成顧客，認為目前最迫切是安裝冷氣機，挽回流失的顧
客。不過亦有檔主表示，多年來有小量商戶堅拒翻新裝冷
氣，使冷氣工程議而未決，商戶及顧客俱受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李世榮，及社區主任李家
良，26日約同香港食環署署長楊碧筠，到西貢街市了解居民
及商販情況，並再要求食環署正式將西貢街市納入“街市現
代化計劃”，惠及市民大眾及租戶。楊碧筠表示，政府已為
“街市現代化計劃”預留20億港元撥款，但西貢街市因為不
足六成商戶支持翻新，低於八成的門檻，署方會繼續跟進。

檔主與夥計潑海水消暑
在該處擺賣的權利海鮮檔主鄭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開業 20 年只有冬天比較舒服，“好焗好熱，企住唔郁都成
身汗。”鄭先生表示就連吹過來的風都是熱氣，最熱的時
候，他及夥計唯有向身上潑海水消暑。鄭先生強調，裝冷氣
是迫在眉睫，除了舒適度的考慮，也有安全考量，“街市的
地面通常都好多水好濕滑，冇冷氣冇得抽乾水分非常危險，
近日已經約有二三位公公婆婆因為地面太滑而跌倒。”
鄭先生亦指近期天氣炎熱，趕走約四成買餸客人，
“好多客人都反映太熱，寧願去超市或其他有冷氣嘅街市
慢慢揀，又唔會中暑又唔會跣低。”鄭先生表示不太擔心
裝設冷氣機之後的冷氣費高昂，“就當係加多少少租金，
自己舒服，亦可以吸引返客流量，不知幾好。”
然而想“嘆冷氣”沒有那麼容易，該街市不足六成商
戶支持翻新，低於八成的門檻，美好海鮮檔主劉小姐則表
示大約十幾年前，商戶及管理處已經開會討論安裝冷氣的
事宜，結果卻有幾位檔主不同意。劉小姐認為，政府應降
低同意率的門檻，“唔應該我哋咁多人去遷就幾個人嘅意
見，搞到現在我哋同客一起受苦。”劉小姐表示因街市
“焗悶”，現在大多數都是做熟客生意，猶如“送外
賣”，“每日的生意額，約七成是熟客，佢哋通常打電話
叫我打包海鮮送到街市門口，或顧客今晚要食飯嘅地方，
一定唔會入街市。”

半百街市無冷氣 議員促速更新

全球暖化加劇，夏季
只會愈來愈炎熱，惟香港
食環署管理的 96 個公眾街
市或熟食市場中，仍有 53
個未安裝冷氣，背後原因
是冷氣安裝工程需經過層層程序。目前，公
眾街市的日常管理由食環署負責，但設施等
則依賴建築署處理，更要獲得八成商戶同意
才能成事，往往耗費大量行政時間，例如大
圍街市經過逾十年爭取，早前才開展冷氣機
安裝工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特區政府
自 2018 年宣布預留 20 億港元更新現代化街
市，但幾年來才有首個香港仔街市的翻新工
程。楊屋道街市、牛頭角街市及九龍城街市的

香港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回應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廚房的室內溫度起碼比室外高
5 度以上，廚師在廚房內需接觸溫度極高的烹飪工
具，尤其是需要明火炒菜的中式廚師，“爐溫需要
好高，油溫高達百幾度，爐火都有幾百度，咁樣炒
出來嘅菜才夠快夠好食。”
又“焗”又“悶”，卻頗少有廚房裝備大型風
扇及冷氣為廚師消暑。郭宏興解釋從成本效益出
發，商家大多數都選擇不安裝冷氣，“要好大馬力
的冷氣先可以起到降溫效果，電費咁貴，佢哋肯定
唔願意。”至於為何不安裝大型風扇，他表示開風
扇容易將廚房內的油煙吹到四周，導致難以清潔及
烏煙瘴氣。他強調最重要的一點是風扇容易將煮好
的食物吹冷，因此即使有配備風扇，通常都是安置
在地面，只吹到廚師的腳部。

西貢街市 焗桑拿 趕客四成

廚房熱上加熱 廚師更易中暑



全面翻新工程，仍只聞樓梯響。
葛珮帆要求署方短期內加裝強力的風扇
及冷風機等，增加場所的空氣流通兼降溫，
及盡快為西貢及其他街市安裝冷氣，又要求
政府為全港公眾街巿訂下加裝冷氣設施的時
間表，“政府過去曾指要獲得八成商戶同意
才可以啟動安裝冷氣工程，門檻過高，希望
政府研究進一步降低同意百分比門檻，亦應
縮短安裝工程時限。”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表示，高溫的
環境不單止縮短食物的保質期，更令前來的
顧客人流大大減少。
他建議政府應該加強跨部門之間的協
作，完善合作機制和指引，令有關工程可以
“提速、提效”完成。同時，政府應該要善

◆ 楊屋道街市的
全面翻新工程，
全面翻新工程
，
仍只聞樓梯響。
仍只聞樓梯響
。
資料圖片
用 20 億元現代化街市計劃的撥款，盡快改
善現時公眾街市，為尚未安裝冷氣的街市加
裝冷氣系統達至改善街市整體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熱暈厥前到樓面

石硤尾會堂“聞報即改”

郭宏興亦曾聽聞有廚師被“焗”到中暑或瀕臨
中暑，但為了“搵食”他們都不會選擇去醫院求
醫，“入院又要用錢，通常都是到樓面吹冷氣紓緩
吓，跟住繼續做。”
他表示，現時有設備可以幫助廚師解暑而不影
響炒菜，例如放置在腰間的吹風機、冷氣頸箍等，
但都需要成本配置，“除非老闆有良心、或靠顧客
贊助，否則都要廚師自己掏腰包去買，好似冷氣頸
箍有品牌賣到千幾蚊一部，有啲人唔捨得買。”他
指廚師是被忽略的在高溫下工作的人群，認為政府
不能只看到戶外高溫工作者，亦要多點留意室內高
溫工作者，他希望廚師亦能領取高溫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香港文匯報26日頭版
直擊報道，追訪多名在避暑中心流連及留宿的基層市民，
25日中午市區氣溫達35度，記者前往用作夜間臨時避
暑中心的石硤尾社區會堂查訪，發現該處雖被闢作避暑
之用，但沒有冷氣開放，四面牆上的多部風扇則全數開
啟，卻吹不散熱風。有關報道刊出後，深水埗民政處26
日跟進，搵機電工程署幫手，即時找來兩部冷風機，原
本較悶熱的石硤尾社區會堂大堂涼快許多，可以降溫兩
三度，為前來“唞涼”的市民消消暑。

◆石硤尾社區會堂 26 日加
裝兩部冷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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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辦理 2022年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
駐休士頓辦事處辦理2022
年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
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頒獎典禮及美南留臺校友會年會照片輯

2022 年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年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頒獎典禮及美南留臺校友

哈里斯郡郡政委員 Jack Cagle 之社區關係特助 Bradley Mushinski (左
(左 7)前來頒發文告
前來頒發文告，
，祝福留臺

會年會，
會年會
，吸引近 50 名人員不遠千里參加
名人員不遠千里參加，
，活動圓滿順利

校友會年會順利成功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本
(7)月 22 日舉辦 111 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及
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 頒獎
典禮及美南留臺校友會年會。
典禮及美南留臺校友會年會
。 美南地區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Taiwan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
(Taiwan Scholarship)
、華語獎學金
華語獎學金(HES)
(HES)、
、優華語獎學金受獎
生 、 學生家長及留臺校友們不遠千里從
各地前來聚會 ，活動近 50 人出席
人出席，
，歷時
3 小時
小時，
，圓滿順利
圓滿順利。
。
駐處所在之哈里斯郡 (Harris CounCounty) 郡政委員 Jack Cagle 頗為重視及感謝
我教育部所提供的獎學金促成多元文化
交流及協助青年專業及國際化發展，
交流及協助青年專業及國際化發展
，特
請社區關係特助 Bradley Mushinski 代表
頒發文告，
頒發文告
， 祝賀留臺校友會年會順利成
功，校友會副會長 Hazem Saleh 及 Alis
Alissa Guerrero 欣喜代表接受
欣喜代表接受。
。
教育組會後介紹文藻外語大學與聖
湯瑪斯大學與合作成立的華語中心及其
課程；
課程
； 邀請教育部選派赴萊斯大學的華
語教師徐瑋儷亦到場，
語教師徐瑋儷亦到場
， 與受獎生們對話
； 另密西西比學院臺灣優華語計畫主持
人 Mei-Chi Piletz 國際長於線上介紹學生
赴臺學習經驗，
赴臺學習經驗
， 進一步促成提升美南地
區華語學習風氣。
區華語學習風氣
。
值得一提的是，
值得一提的是
， 活動餐敍時間同時
進行臺灣小吃巡禮，
進行臺灣小吃巡禮
， 羅處長特別指示準
備享譽國際之臺式鹽酥雞、
備享譽國際之臺式鹽酥雞
、 珍珠奶茶及
鳳梨酥予與會人士嚐鮮，
鳳梨酥予與會人士嚐鮮
， 讓留臺校友們
回味魂牽夢縈的臺灣味，
回味魂牽夢縈的臺灣味
， 在場人士均讚
不絕口。
不絕口
。

Noah Weber 為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東亞系畢業生
為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東亞系畢業生，
，刻在國立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修，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修
，他大力推薦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鬼斧神
工的自然景觀是全球之最

2021 年華語文獎學金受獎人 Hazem Saleh (左
( 左)，
現於知名企業德州儀器(Texas
現於知名企業德州儀器
(Texas Instrument) 擔任供應
羅總領事復文於會中致詞

鏈研究專員及華語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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