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Thursday, 8/4/2022

凱蒂亞洲城
商圈旺鋪全⾯招商
1,000 ~ 8,000平⽅英呎
JOSIE LIN,CCIM
(713)-630-8000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12046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聯準會官員：美歐可減緩通膨且避免經濟衰退
（中央社）美國中央銀行官員昨天表示，美國與歐洲聯
盟可以藉由將通貨膨脹率降至可接受水準，避免經濟衰退，
實現軟著陸。
法新社報導，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布勒德（James
Bullard）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演講時指出：
「經濟軟著陸在美國與歐元區是可行的。」
但要實現這個目標，貨幣政策的 「轉向」 必須 「執行得
夠好」 。目前央行政策為積極大幅升息，以減緩失控的通貨
膨脹。
布勒德認為，關鍵是控制通膨預期。若市場和消費者預
期價格會持續上漲，便會採取相應行動。例如，店家若要抬
升物價，民眾會在上漲前搶購商品，員工也會要求提高薪資
。
布勒德說： 「美國與歐元區目前的通膨率接近 19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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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他表示，當時因為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缺乏
「信譽」 ，導致對抗通膨付出 「高昂代價」 ，經濟多次衰退
。他說： 「聯準會整整十年放任通膨逐漸高漲，幾乎沒有人
相信它是認真想要降低通膨率。」 因此，時任聯準會主席伏
克爾（Paul Volcker）必須透過積極的財政政策 「贏得信譽」
。
布勒德說，不過 「跟 1970 年代相比，現在聯準會和歐洲
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信譽卓著」 。
他承認，2022 年第 2 季通膨比預期還 「熱」 ，以致聯準
會升息幅度不得不比他最初預期的 「再高一些」 。
聯準會的基準利率為美國商業銀行借款利率定下基調，
目前在 2.25%至 2.5%區間。布勒德表示，年底前基準利率
必須升至3.75%到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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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長搞亂台海局勢
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正在進
行一次令人擔憂的亞太旅行，並
執意前往台灣，盡管拜登總統及
美國政府官員之警告，並擔心中
國大陸做出之激烈反應。
佩洛西是自二十五年來， 首
次前往台北訪問的美國眾議院議
長， 之前曾有議長金利契前往訪
問過台灣。
美國國防部官員正在二十四
小時密切注意中國軍方之動態來
保護佩洛西一行之安全， 中國方
面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之神
聖領土 ，佩洛西之到訪是一次極
大的威脅，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剛

表示：“我們不斷告知美國中國
人民解放軍決不坐視，並將强烈
反制對保障對中國領土及主權之
完整。”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國會是
個獨立的政府單位， 我們不知道
佩洛西議長要做什么， 這純粹是
她自已的決定。
我們對於台海目前之情勢十
分擔憂， 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所說， 中美兩大國應該和平共處
，為世界謀福利。
佩洛西議長在其政治生涯中
最後階段， 應該用其智慧寫下輝
煌之一頁。

Pelosi’
Pelosi
’s Final Political Journey
On her trip to Asia, Speaker Nancy Pelosi is expected to visit
Taiwan despite warnings from President Biden’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ho are worried about China’s response.
According to Taiwanese officials, Pelosi will stay one night in
Taipei.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officials are watching the
clock and monitoring Chinese movement in the region and trying
to develop a secure plan for her safet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ao Lilian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We would like to tell the U.S. once again that
China is standing by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ll not sit idly by. China will take a resolute response and strong
countermeasures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aid in NewYork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Speaker Pelosi intends to do. Congress
is an independent coequal branch of government. The decision is
entirely the speaker’s.” Blinken said that such a visit has
precedent noting past speakers and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have visited Taiwan.
The question of Taiwan is “the most sensitive and important
core issue in U.S. and China relations.” the Chinese diplomat
said.
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Prime Minister Lee of Singapore said, “The two
superpowers should coexist peaceful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
”
We hope that Speaker Pelosi will use her wisdom to write a
glorious page in the final stage of her political career and never
bring the threat of war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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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頂尖的女子籃球員之一的布蘭妮
•葛琳娜(Brittney Griner)於今年 2 月在俄羅斯
莫斯科國際機場因為被查出行李中裝有挾帶
含大麻油的電子菸彈而遭到逮捕, 已被關押達
半年之久, 儘管美國各界呼籲美國政府援助他
, 但至今沒有任何成效, 看來美國必須付出沉
重代價 才可以把他從囚房中營救出來。
之所以稱呼葛琳娜為”他”, 而不是”她”
是因為身為女子的葛琳娜是一位同性戀者, 他
結過兩次婚, 妻子皆為女子,他是當今美國最優
秀的女子球星之一, NCAA 時代葛琳娜曾就讀
於德州貝勒大學, 由於身材突出, 球技精湛, 在
球場上光芒四射, 兩次為美國贏得奧運金牌,
並以籃球女狀元的身份投入 WNBA 的鳳凰城
水星隊, 由於女子 NBA 的薪水並不高, 所以他
像許多 NBA 女球星一樣,在 NBA 賽季之餘, 成
為一隻”候鳥”, 飛往俄羅斯聯賽的 UMMC
葉卡捷琳堡隊效力, 不過葛琳娜今年二月卻不
幸因毒品事件而被扣押成為”囚鳥”, 但他並
沒有販賣毒品, 俄羅斯竟以嚴刑峻法來伺候他
, 實在不可思議, 顯然是因為正逢俄烏戰爭, 美
俄關係十分緊張之際, 所以葛琳娜成為代罪羔
羊, 一樁單純的攜帶毒品案件竟被關押半年之
久, 由於各界對白宮施加壓力, 拜登總統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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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務卿布林肯正式向俄羅斯外交部長提出
了換囚計畫--以葛琳娜與及另一位被指控在
俄 羅 斯 從 事 間 諜 活 動 的 美 國 犯 人 韋 藍 (Paul
Whelan)來交換關押在美國的俄羅斯非法軍火
商波特(Viktor Bout), 不過這種以 2 換 1 的模式,
俄羅斯顯然不太可能會接受。
在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換囚並不罕見, 中
國政府曾與加拿大政府達成協議, 以華為女公
子孟晚舟交換兩位被關押在中國的加拿大犯
人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然而現在美俄關係不
佳, 美國示弱想透過外交途徑與手段來推展換
囚計畫的確很不容易。
過去幾個月來對於葛琳娜事件十分關切
的新墨西哥州前州長李察遜準備前往俄羅斯
協助營救葛琳娜, 李察遜有顯赫經歷, 他擔任
過聯邦眾議員、能源部長以及美國駐聯合國
大使, 在促成囚犯獲釋及調解國際衝突方面頗
有績效, 而且他一向與俄羅斯關係良好, 尤其
是他所主持的 「李察遜全球事務中心」 曾協
助從俄國接回遭關押超過 2 年的前美軍陸戰隊
員利德, 所以在他的協助以及布林肯的加持之
下, 只要美國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葛琳娜最終應
該是可以獲釋返回美國的!

共軍演習前夕 G7外長聯合聲明：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OPEC＋決議每日增產10萬桶 有史以來最小增幅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和結盟油國（OPEC+）今
天決議微幅提高產量，此舉恐讓最近出訪沙烏地
阿拉伯，尋求油國組織大幅增產，以抑制飆漲油
價的美國總統拜登大失所望。
法新社報導，根據 OPEC+部長視訊會議後發
布的聲明，這個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為首的
油國組織決議 9 月每日增產 10 萬桶，遠低於之前
的增幅。
國際油價本週稍早下跌，但在傳出 OPEC+決
議小幅增產的消息後，倫敦布倫特原油價格重返

每桶 100 美元上方。
美國外匯經紀商安達（OANDA）分析師莫雅
（Edward Moya）告訴法新社： 「這個 OPEC+有
史以來最小增產幅度，對於解決當前全球能源危
機鮮有助益。」
「即使全球經濟加速減緩，油價似乎仍將維
持在每桶 100 美元左右。拜登（Joe Biden）政府
對此將感到不悅，對改善美國和沙烏地的關係將
是一大挫敗。」

經濟危機拖累 斯里蘭卡總統警告國家面臨極大危險
斯 里 蘭 卡 總 統 威 克 瑞 米 辛 赫 （Ranil Wickremesinghe）今天警告，斯里蘭卡面臨著 「極大
的危險」 。這個島國因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引發
燃料短缺，恐將至少持續到今年年底。
法新社報導，前總統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面臨好幾個月抗議，被迫逃離斯里蘭
卡而辭職後，73 歲的威克瑞米辛赫上月被推選執
政。威克瑞米辛赫表示，金融危機已演變成一場
嚴重的政治危機。
他在新一屆國會開議時說： 「如今我們面臨
我們國家近代史上從未面臨過的前所未有局面。

我們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由於擁有 2200 萬人口的斯里蘭卡自去年底來
食品、燃料和藥品嚴重短缺，數萬名抗議者上個
月闖入拉賈帕克薩的官邸。
威克瑞米辛赫表示，擺脫危機的唯一方法是
「我們團結一致共同面對挑戰」 ，並要求國會中
所有政黨加入他的 「團結政府」 倡議。
他表示，斯里蘭卡 8 月將與國際貨幣基金
（IMF）重啟高達 30 億美元的 4 年紓困計畫談判
，同時呼籲議員組建囊括所有政黨的新政府，以
解決嚴重的經濟危機。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率領國會代
表團出訪亞洲，19 小時旋風來台引發全球睪
固關注。中國宣布在台灣周邊多處實施軍演
之際，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員國外長 3
日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集團維護台灣海峽和
平穩定的立場，呼籲中國勿企圖藉由武力單
方面改變區域現狀。
德、日、英、美、法、加拿大、義大利
等 G7 成員國外長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透過聯合聲明指出，成員國一致對中國
挑起的威嚇行動感到擔憂，特別是可能導致
局勢升溫的實彈演習和經濟脅迫。
聲明表示，中國沒有正當理由以訪問行
程為藉口，在台海挑起具侵略性的軍事行動

；各國議員出訪他國符合常規與慣例，中國
過度反應只會使局勢惡化並破地區穩定。
「我們呼籲中國勿以武力片面改變地區
現狀，用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 聲明強
調，各成員國的 「一中政策」 及對台的基本
立場不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透過推特轉發聲明表
示： 「我與同僚在此重申，我們致力維護以
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台海與其他區
域的和平穩定。」
聲明最後提到，成員國鼓勵各方保持冷
靜、展現自制、行事透明，並維持溝通暢通
，以免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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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兩線交戰持續升級
美方提出交換囚犯計劃

元 （ 約 合 人 民 幣 1020 至 1360 億 元 ） 的
援助計劃，幫助支撐飽受戰火蹂躪的
經濟。
烏破壞俄 「南進」 計劃
據報道，自行宣布獨立的「頓涅茨
克人民共和國」的親俄武裝人員宣布占
領了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的烏格列戈
爾斯克（Vuhlehirsk）燃煤發電廠，這是
俄方近三周以來首次宣稱取得戰略進展
。然而，烏克蘭方面並沒有證實該發電
廠遭占領，只是稱俄烏兩軍正在附近兩
個地區交戰。
烏克蘭頓涅茨克州州長帕夫洛· 基裏
連科（Pavlo Kyrylenko）表示，至少有 1
人在俄軍襲擊巴赫穆特鎮的一家酒店時
身亡，該鎮位於烏格列戈爾斯克發電廠
以北，並且是俄軍想要占領的目標。基
裏連科在社交平臺臉書上寫道：「初步
消息顯示有死傷人員，且救援行動正在
進行中。」當地緊急服務部門表示，目

德媒：這是對最窮的人的攻擊！
綜合報導 本月，德國北部小城策勒的食品救濟組織「餐桌」的冷
藏車五天之內兩次被燒。「這是對最窮的人的攻擊！」德國《圖片報》
在報道中如是說。
「餐桌」是德國最大的食品救濟組織之一，在德國各地有960個站點。
在目前通膨高企的情況下，許多窮人到這裏領救濟食物。平時，這一組織
從當地超市收集救濟商品和食物，然後將它們分發到各個站點。由於幾輛
冷藏車接連被毀，「餐桌」組織無法再為當地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救濟。
「餐桌」的損失高達 20 萬歐元，雖然保險公司會進行理賠，但沒有
冷藏車該組織就無法繼續收取和分發食物。縱火案發生後，依賴救濟食
品的貧困者領不到食物，生活受到極大影響。其中就有單親媽媽西爾維
婭· 霍夫曼和她的兒子本· 盧卡。霍夫曼無奈地說道：「247 歐元的失業
金在月中就會用完。有『餐桌』提供的食物，我們就不會餓肚子。但現
在，我們又吃不上飯了。」
有德國學者表示，這些針對最窮的人的行為令人擔憂。窮人沒有食
品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分析人士稱，德國越來越多針對窮人的暴力事件可能與極右翼分子
有關。德國電視一臺 19 日稱，新冠肺炎疫情正成為極右翼青年激進化的
火力加速器。在東部茨維考等地區，極右翼勢力極速擡頭。極右翼組織
對青少年進行培訓，揚言「為了政治展開街頭鬥爭」。

新加坡 6 月通脹率為 6.7%
達 2008 年以來最高水平
綜合報導 据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当日发布联合公告
称，新加坡 6 月份核心通货膨胀率达到 4.4％，维持在 13 年来的最高水平
。该国整体通胀率为 6.7％，也是 2008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 5 月份相比，新加坡整体通胀率在 6 月份上升 1.1 个百分点，核心
通胀率上升 0.8 个百分点。
公告称，6月份核心通胀上扬反映了服务、食品、零售和其他商品，以
及电费和煤气费等的价格涨势更强劲。其中，电费和煤气费增幅为20％，高
于 5 月的 19.9%。
另一方面，食品服务和非熟食价格的涨幅更大，带动 6 月的食品通
胀从 4.5%增至 5.4%。零售和其他商品的通胀率从 1.8%增至 3.1%；服务通
胀率从 2.6%增至 3.4%。
新加坡当局指出，通胀压力将在接下来数月内保持高涨，核心通胀
率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升至最高峰，年底有所缓和。官方预测，今年全年
核心通胀率介于 3％至 4％；整体通胀率介于 5％至 6％。

價還價的籌碼。支持者則對這些擔憂持
質疑態度，他們認為讓美國公民可以回
家這件事更為重要。
烏計劃年底前達成超百億貸款援助
據報道，烏克蘭央行行長凱裏洛· 舍
甫 琴 科 （Kyrylo Shevchenko） 稱 ， 烏 克
蘭的目標是在年底前與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達成一項價值為 150 至 200 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 1020 至 1360 億元）的
援助計劃。
自俄羅斯於 2 月 24 日對烏克蘭發動
「特別軍事行動」以來，烏克蘭面臨
2022 年經濟收縮 35%至 45%和每月 50 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 340 億元）的財政缺
口，並且嚴重依賴西方盟友的外國融資
。由於經濟衰退，烏克蘭石油天然氣公
司（Naftogaz）已成為首個債務違約的烏
克蘭政府實體，此前該國有能源公司已
表示不會在 7 月 26 日寬限期到期之前支
付國際債券。
舍甫琴科表示，烏方已向 IMF 提交
了申請，現在正與其就新的融資計劃進
行磋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說，高通脹
和俄烏沖突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正在成
為現實，假使不加以控製，這可能會將
世界經濟推向衰退的邊緣。

泳池突遇地陷

以色列男子瞬间被吸入 13 米深坑
綜合報導 以色列一男子近日參加公
司在別墅舉辦的派對活動時，其所在的泳
池底部突然發生地陷，幾秒鐘就把他吸入
地下一個 43 英尺深（約 13 米）的洞中。
警方搜尋 4 小時後才發現該男子屍體
。經初步調查，別墅業主在建造遊泳池前
沒有申請相關許可證，在此案中被控「過
失殺人」，目前被當局軟禁在子女家中。
綜合《以色列時報》、《華盛頓郵報》
等消息，當地時間 21 日，這場派對在距離
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市約 25 英裏的
卡爾梅約瑟夫鎮的一棟別墅中舉行，大約
有 50 人參加，事發時泳池裏只有 6 人。
現場視頻顯示，伴隨著音樂和美食，
客人們當時正在有說有笑。突然地陷發生
，導致整個泳池向地陷方向塌陷，水、充
氣筏和水上玩具都在短短幾秒鐘內被瞬間
吸進大洞，始料未及的兩名男子也隨之被
漩渦吸入。
一名目擊者告訴以色列新聞網站 Ynet
，當時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其他人都沒
反應過來眼前發生了什麼，漩渦就在幾秒
鐘內吞沒了男子，「水位突然開始後退，
然後出現了一個洞，形成一個漩渦，把兩
個人卷了進去。」
另一名目擊者稱，當地面裂開時，她
沖同事們大喊，讓他們趕緊從池子裏出來
，但對方一開始還以為這是一種遊戲，
「幾秒鐘後，地面就掉了下去……我眼睜
睜看著兩個人消失了。」
萬幸的是，其中一人在千鈞一發之際
成功逃脫，《耶路撒冷郵報》稱這名獲救
的 34 歲男子的頭部和腿部僅受了輕傷。
但另一名男子的屍體於事發 4 小時後

，在地下一個 43 英尺深（約 13 米）的洞中
找到。這名男子名叫克利爾· 基米（Klil
Kimhi），今年 32 歲，來自特拉維夫，當
局沒有透露他的具體死因。
當地警方隨後針對這起事故進行調查，
關於泳池運營是否合規，他們發現別墅業
主梅勒夫婦在建造遊泳池前沒有申請許可
證，因此以涉嫌「過失殺人」逮捕了兩人
。警方認為梅勒夫婦需要為這起悲劇承擔
很大責任，「如果他們獲得了許可，就可
以阻止這種結果的發生。」
最新消息稱，梅勒夫婦已於本周五早
上被釋放，目前被當局軟禁在以色列西部
佩塔提克瓦市的女兒家中。
他們的律師在周五的聽證會上辯護稱
，梅勒夫婦是「好人」，他們不可能預料

到遊泳池下會出現地陷，這次的事件只是一
個「意外」，「這種事情一百年才會發生一
次，就和被雷辟中一樣不同尋常。（只是）
不幸的是，它（這次）發生了。」
《華盛頓郵報》介紹稱，地陷（sinkhole）是由於土地表面以下的巖石，如石
灰巖、碳酸鹽巖或鹽床溶解，形成地下空
間和洞穴，導致陸地表面突然崩塌。根據
美國地質勘探局的說法，地陷之所以如此
危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隨時都可能發
生。
報道稱，地陷問題在以色列比較常見
。以色列地質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伊泰·
加夫裏利去年告訴法新社，以色列境內和
周圍有數千個有地陷危險的區域，包括死
海沿岸。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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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窮人餐車」 五天內兩次被燒

華盛頓向莫斯科提出囚犯交易
據報道，經過數月的內部辯論，拜
登政府提出交換已被美方定罪且將在美
服刑 25 年的俄羅斯軍火商維克多· 布特
（Viktor Bout），而俄方保釋被其關押
的美國女籃球星布蘭妮· 格林娜
（Brittney Griner）和美前海軍陸戰隊隊
員保羅· 惠蘭（Paul Whelan）。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 7 月 27 日宣布
，美國幾周前向俄方提交了一份「實質
性提案」，這份提案針對「被錯誤拘留
的惠蘭和格林娜」。布林肯在國務院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拜登直接參與並簽署
了該提案。
惠蘭自 2018 年以來因被控涉嫌從事
間諜活動而被俄羅斯關押，而美國國家
女子籃球協會（WNBA）球星格林娜自
今年 2 月以來因被控持有毒品而在俄羅
斯入獄。知情人士稱，在美國政府機構
之間數月的內部討論中，美司法部反對
釋放俄軍火商布特。然而，消息人士稱
，司法部官員最終證實，釋放布特的交
易計劃得到了國務院和白宮高級官員的
支持，包括拜登本人。
值得註意的是，美國政府長期以來
一直抵製囚犯互換，聲稱擔心這只會激
勵各國拘留美國人，以便將他們用作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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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占領下的烏克蘭南部赫爾松
地區親俄行政機構的一官員稱，隨著俄
羅斯加大對黑海沿岸地區的攻擊，烏南
部城市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將很快從
烏克蘭手中「解放」。而烏克蘭方面
稱，烏克蘭軍隊拆除了赫爾松一座重
要橋梁，破壞了俄軍向烏克蘭南部推
進的計劃。
與此同時，俄羅斯聲稱其已完整占
領烏克蘭東部一關鍵發電廠，獲得三周
來首次戰略勝利，但烏克蘭方面並未證
實這一消息。
在俄烏沖突持續的同時，美國試圖
推動一項囚犯交易計劃，用被美方定罪
的俄羅斯軍火商換回被俄方監禁的美國
女籃球星格林娜和美國前海軍陸戰隊隊
員惠蘭，該計劃得到了美國總統拜登的
支持，不過美國司法部反對交換囚犯。
此外，烏克蘭央行行長稱，烏克蘭
的目標是在年底前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達成一項價值為 150 至 200 億美

前已確認襲擊造成 1 人死亡，4 人受傷。
美國《福克斯新聞》援引烏克蘭媒
體報道稱，烏克蘭國防軍聯合協調新聞
中心負責人納塔利婭· 胡梅紐克（Natalia Humeniuk）表示，烏克蘭軍隊摧毀了
赫爾松地區的一座重要橋梁——橫跨第
聶伯河的安東諾夫斯基橋。她指出，這
一高精度的打擊旨在擾亂俄羅斯的後勤
和運輸路線。
當被問及烏方對本國基礎設施的
攻擊的影響時，胡梅紐克告訴記者：
「我們不是在摧毀基礎設施，而是在
摧毀敵人的計劃。」安東諾夫斯基橋
最近幾周已成為烏軍的主要戰略目標，
因為烏方看起來已切斷了其他駐紮在赫
爾松等地的俄軍與俄控克裏米亞半島之
間的通道。
《福克斯新聞》報道稱，美國提
供的「海馬斯」（M142 高機動性多管
火箭炮系統）在烏克蘭奪回赫爾松的
戰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烏克蘭國防
部官員向福 克 斯 新 聞 證 實 ， 在 成 功 部
署「海馬斯」後，俄羅斯軍隊已在
前線停滯了兩周。然而，據報道，
俄 羅 斯 國防部 27 日宣稱，俄軍於 24 日
在烏克蘭中南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
克州摧毀了 100 多枚美國製造的「海馬
斯」火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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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拜登8／9日簽署晶片法案 促進對中國競爭力
白宮今天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將於下週
二（8 月 9 日）簽署 「晶片法案」 ，這項法案
意在補貼美國半導體產業，並且促進美國對
中國的競爭力。
白宮發表新聞聲明指出，拜登將於 8 月 9
日在白宮玫瑰花園（Rose Garden）的一場
儀式上，將 「晶片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CHIPS Act）簽署為法律

。路透社報導， 「晶片法案」 意在緩解影響
各層面的晶片持續短缺情況，包括汽車、武
器、洗衣機及電子遊戲等。
據報導，這項法案將挹注約 520 億美元
政府補貼，用於研究及美國半導體生產，是
美國產業政策的一次罕見重大嘗試。
此外，這項法案也包括為投資晶片廠提
供稅收減免，估計價值達 240 億美元。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
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抵達台灣後，該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怒嗆她 「瘋狂」 ，聲稱裴洛西總是
「把所有事情搞砸」 。
根據報導，裴洛西搭乘美國空軍 C-40C
行政專機抵達台灣後，川普 2 日在自己創立
的社群平台 「真實社群」 （Truth Social）上
發文，問 「為何瘋狂的裴洛西在台灣？」 稱
她 「總是惹麻煩」 ，且 「把所有事情搞砸」
，包括 2 次針對川普的失敗彈劾案，以及曾
在首次擔任眾議院議長時打輸選戰， 「看著
吧！」
川普上週也曾發表類似言論，聲稱裴洛
西接觸的議題都會 「陷入混亂、轉向破滅和

變成垃圾」 ，而中國大陸事務是她最不應該
參與的事情，因為裴洛西 「只會讓整件事變
得更糟」 ，將引發 「巨大的矛盾與敵意」 ，
因此要求她不應該訪問台灣。
不過川普的言論似乎無法代表共和黨全
體，《紐約郵報》報導，以美國聯邦參議院
少數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參
院 外 交 委 員 會 共 和 黨 高 階 委 員 （ranking
member，委員會中在野黨位階最高者）里
契（Jim Risch）、參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高
階委員殷荷菲（Jim Inhofe）等人為首的 26
名共和黨籍參議員，在裴洛西抵達台灣後發
表聯合聲明，表態支持她的訪問行程，並稱
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試圖阻止裴洛西
訪台的行為並不合適，只會產生反效果。

川普嗆裴洛西訪台 「瘋了」 怒揭她驚人問題
共軍升高威脅 拜登與國安團隊討論印太局勢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北京不
滿，在台海周遭大規模演習，升高區域緊張。美國
總統拜登今天上午與國安團隊通話，討論印太局勢
。
裴洛西（Nancy Pelosi）台北時間 2 日晚間率
團訪台，北京連日多次言詞恐嚇，並在台海周圍舉
行多達 6 場的軍事演習，區域緊張情勢升高。不僅
如此，中國也宣布多項禁令，禁止百餘項的台灣商
品進口。
面對台海局勢一觸即發，人在白宮隔離的拜登
（Joe Biden）今天透過推特表示，今天上午與國
安團隊通話，討論廣泛優先事項，包括美國支持自
由開放印太區域，以及持續支持烏克蘭。
拜登日前確診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
病）病毒，經治療後已經康復，但日前篩檢呈現陽
性，至今已經一連 5 天篩檢結果皆為陽性，他目前
人在白宮隔離中。
對於共軍的大規模軍演，白宮今天也再次公開

喊話，重申美國政策不變，美方不會也不樂見危機
發生。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今
天在白宮例行簡報中表示，美國國會議長訪台已有
前例，裴洛西走訪台灣與美國長年政策一致。北京
沒有理由藉此在台灣海峽內或周邊加強侵略性軍事
行動。
面對北京文攻武嚇，英、美、法、德以及加拿
大、義大利、日本在內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
國家外交部長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今天
也發表聲明，重申將致力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以及台海與其他區域的和平穩定。
G7 各國外長呼籲中共勿企圖藉由武力單方面
改變區域現狀，應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分歧；各
國的 「一中政策」 及對台灣的基本立場不變。
聲明在結尾重申各國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堅
定承諾，並鼓勵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展現自制、確
保行動透明，並保持溝通暢通，以避免誤解。

南韓總統就是不見裴洛西外媒曝來台讓韓有 「負擔」

南韓政府今（3）日表示總統尹錫悅因休假中，不會與即將
到訪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會面，引發南韓
輿論社會撻伐，稍早南韓媒體爆料，尹錫悅態度大轉彎，正協調
明（4）日與裴洛西會談，不過隨即遭到南韓總統府打臉計畫
「不變」 ，韓媒分析指出，裴洛西訪台加劇美中衝突，增加南韓
在外交上的 「負擔」 。
正在台灣訪問的裴洛西等美國眾議院代表團即將在傍晚搭機
前往南韓，明日上午與南韓國會議長金振杓會談並共進午餐，下
午搭機赴日。不過今日上午南韓總統辦公室官員表示，尹錫悅因
正在休假中，因此不會與裴洛西會面，引發南韓社會輿論撻伐，
對尹錫悅選擇休假、不見裴洛西感到不可置信。
稍早包括《國民日報》、 「韓聯社」 、韓國公營廣播電視台
（KBS）、《首爾新聞》等韓媒皆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尹錫悅正
協調明日與裴洛西會面。
《國民日報》引述 2 名相關人士指出，尹錫悅已經決定與裴
洛西會面，因為裴洛西是美國政壇第 3 號人物，兩人明日會面的
可能性很大。KBS 則引述南韓總統府相關人士指出，韓美雙方都
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尹錫悅與裴洛西應該會面。
《國民日報》指出，南韓總統府在最後一刻調整行程，是判
斷如果裴洛西來訪，總統卻沒有接見，可能會對韓美同盟引發不
必要的誤會，尤其裴洛西此趟亞洲行中會見了各國領袖，也產生
了影響，在裴洛西相繼與各國領袖會晤後，南韓總統府也轉向尹
錫悅與裴洛西會面。不過報導也指出，如果尹錫悅接見裴洛西，
中國大陸可能會提出抗議，未來將成為韓陸關係的負擔。

在韓媒一陣大翻轉報
導後，南韓總統府出面打
臉報導不實，重申尹錫悅
不會與裴洛西會面的情況
「沒有變化」 。
針對南韓政府消息紊
亂，總部設在首爾的 「北
韓新聞」 （NK News）記
者金正民（Jeongmin Kim
，音譯）推論，似乎發生
了一場公關災難。
針對裴洛西訪台，
「韓聯社」 今日也發布專
文分析，她訪台加劇美中
緊張關係，將成為韓國外
交上的 「負擔」 。
文章指出，南韓作為
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盟友
，同時也與中國大陸保持合作關係，協調處理美中關係是最重要
的外交任務，美中衝突升溫將在大框架內成為韓國外交的制約因
素，因為美中戰略競爭加劇，韓美日聯盟對上朝中俄陣營的態勢
將更為穩固，南韓將難以獲得外交空間。
而台灣問題又最容易引爆美中衝突，針對裴洛西訪台，南韓
政府也在關注對地區局勢的影響，在公開場合下保持謹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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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給出原則反應。
文章指出，中國大陸與北韓的關係密切，美中若因台灣問題
升溫衝突，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難度可能也會升級，由於北韓核
武問題需要美中合作，兩國的衝突管理愈順利，解決的空間也就
愈大。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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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台灣沒有所謂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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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冬奧會後首位訪華外國元首印尼總統佐科會談
“九二共識”3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應詢表示，《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把包
括台灣和澎湖列島在內日本所竊取的中國
領土歸還中國，《波茨坦公告》對此予以
重申。台灣妄想在軍事上對抗大陸就如同
螳臂當車，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美方要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找到
新形勢下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的正確相處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本報記者朱燁報道，“九二共識”30 周年座談會
針對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登上
26 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講話。他
軍艦出港校閱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26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
強調，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
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主張。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會上回答外媒記者提問時，趙立堅
首先對其錯誤說法予以糾正。他說：
導，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廣泛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堅持一個中
“台灣沒有所謂‘總統’，請注意你的
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共創祖國統一的歷史偉業，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
措辭。” 趙立堅稱，藉此機會正告台灣
當局，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近 平 7 月 26 日下午在北
還說，台灣妄想在軍事上對抗大陸就如
同螳臂當車，最終必將失敗。
京釣魚台國賓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在親切友好的氣
◆“九二共
氛中就中印尼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全面深入交換了意見，
謀“台獨”是在挑釁戰後國際秩序
識 ” 30 周 年
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習近
近
平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座談會在北京
會上，另有記者就《波茨坦公告》
人民大會堂舉
發表 77 周年一事提問。趙立堅指出，
開，中印尼要同舟共濟，展現發展中大國責任擔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行。中共中央
《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把包括台灣和
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為推進全球治理提供東方智慧，貢獻亞洲力量。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
澎湖列島在內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歸
全國政協主席
還中國。《波茨坦公告》對此予以重
汪洋出席並講
申。1945 年，日本簽署的投降書明確承
話。 新華社
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有關條件。

汪洋：“台獨”是絕路 外人靠不住
中國印尼要同舟共濟
：
展現發展中大國擔當

﹁
﹂

數讀兩岸三十年

1．截至 2021 年底，享受 ECFA 優惠稅率出口到大陸的
台灣產品已有 1,218.4 億美
元，關稅優惠總額達 77.9
億美元；共有 2,332 家兩岸
服務業企業利用優惠政策提
供服務。

2．1992 年兩岸貿易額僅 74 億
美 元 ， 2006 年 突 破 1,000
億美元，2018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2021 年再創歷史
新高，達 3,283 億美元，是
1992年的44倍。

3．截至目前，台灣地區累計在
大陸設立企業 12.6 萬個，
實 際 使 用 台 資 達 717 億 美
元。

汪

請注意你的措辭

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趙立堅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洋指出，30 年前，兩岸中國人選擇以對話代替
4．截至目前，大陸有 600 餘家
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一些國家縱容鼓動
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對抗、以溝通化解分歧、以協商促進合作，達
企業赴台設立公司或代表機
“台獨”分裂勢力滋事挑釁，發展下去只會將台灣推
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
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
構，累計投資30億美元。
向災難深淵，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禍害。任何
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個中國原則是聯合
原則”的“九二共識”，其核心要義是“海峽兩岸同
5．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成立
人、任何勢力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確認的根本原則，
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一過程和
18 年來，與島內數十家重
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廣大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全球181個國家建立
內容均有明確的文件和文字記錄，任何人、任何勢力
要工商團體建立日常聯繫或
同胞要深刻認識統一有好處、“台獨”是絕路、外人
外交關係的基礎，也是國際社會普遍共
都否定不了、歪曲不了。“九二共識”明確了兩岸關
定期溝通機制；組織上萬家
靠不住的道理，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識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係的根本性質，奠定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堅
台灣企業參與大陸各類重大
“然而，現在有個別人公開挑戰《開
持“九二共識”，贊成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能
展會活動；連續 4 年組織台
劉結一
：
“九二共識”
核心要義不容曲解
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
改善發展，台灣同胞就能受益；否認“九二共識”，
企參加進博會，展覽面積累
◆ 7 月 26 日下午
日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
甚至公然違背承諾，不斷在台灣問題上挑
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會緊張動盪，損害台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在座談會
計 2.5 萬平方米；舉辦 40 餘
習近 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同印
戰中國的底線。”趙立堅說，這是對歷史
灣同胞切身利益。
上表示，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事關兩岸關係
◆7月2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場兩岸專題研討會議；入島
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
事實和正義的踐踏，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
根本性質、政治基礎和發展走向，是大是大非的問
兩國元首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就中印尼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全面深入交換了
舉 辦 展 會 新華社
65 場 次 ， 幫 助
“台獨”分裂是民族復興嚴重隱患
挑釁、是對國際法治的破壞，也是對世界
題。我們毫不動搖、堅定不移。“九二共識”清清楚
意見，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
新華社
3,000 家大陸企業在島內尋
楚、不容否認，核心要義不容曲解。堅持一個中國原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褻瀆。
汪洋強調，我們堅持“九二共識”，體現的是對
求合作機會。
速發展的象徵，印尼願同中方共同努力，確保雅
作，聚焦“五大家園”建設，不斷釋放中國東盟
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奧會後中方接待的首
則和“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才能重回和平發展的正
他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台海和平穩 固戰略互信，堅定支持彼此維護主權、安全、
兩岸民意的尊重，維護的是兩岸同胞的利益，捍衛的
6． 兩 岸 同 胞 年 往 來 人 數 自
萬高鐵按時竣工運行，使其成為兩國友誼的又一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動能。中方歡迎印尼繼續積
位外國元首，充分體現了雙方對發展中印尼
確道路上來。
定的定海神針。一中原則得到充分認可和 發展利益，堅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
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
1992 年 突 破 百 萬 人 次
豐碑。感謝中方支持印尼做好二十國集團主席國
極參與“金磚+”合作，讚賞印尼支持和重視全球
關係的高度重視。近年來，在我們共同引領下，
劉結一指出，兩岸關係始終克難前行的歷史充分
認真遵循時，台海就會保持風平浪靜，否 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對方發展經濟、提高人民
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願在一個中國原則
（131 萬），高峰時達到近
工作，印尼願同中方密切協調，推動二十國集團
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願同印尼就此加強溝
平。雙方要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
中印尼關係蓬勃發展，彰顯強勁韌性和活力。雙
表明，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的發
則就會陰雲密布，甚至出現狂風暴雨。 生 活 水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
領導人峇里島峰會取得成功。作為明年東盟輪值
通合作。
路”合作不斷走向深入，結出更多碩果。力爭
方戰略互信日益鞏固，政治、經濟、人文、海上
千萬人次（985.6萬）。
展進步。不論台海形勢如何變幻，兩岸關係主導權主
“重溫《波茨坦公告》發表這段歷史可以
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
主席國，印尼願為東盟同中國關係發展作出積極
如期高質量建成雅萬高鐵，實施好“區域綜合
合作“四輪驅動”合作格局不斷深化，在維護地
動權始終在祖國大陸這一邊，祖國統一的時、勢、義
警醒世人，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趙立
民主協商。一切有利於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
佐科：願為東盟同中國關係發展作積極努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努力。
經濟走廊”和“兩國雙園”等重大合作項目。
區和平穩定、促進世界團結合作方面展現擔當，
始終在主張統一、追求統一的力量這一邊。
堅說。
進程的主張和努力，我們都歡迎和支持。“台獨”分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等問題交換意見，
中方將繼續全力支持印尼建設區域疫苗生產中
積極有為，樹立了發展中大國聯合自強、互利共
佐科表示，我謹預祝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
認為國際社會應該為勸和促談創造條件，為烏克
心，密切公共衞生合作，願繼續擴大進口印尼
贏的典範。事實證明，發展好中印尼關係不僅符
國代表大會取得圓滿成功，相信在習近平主席堅
蘭局勢緩和降溫、穩定全球經濟秩序發揮建設性
大宗商品和優質農副產品。中方願積極參與建
合兩國共同長遠利益，也在地區和全球層面產生
強領導下，中國未來將取得更大成就。印尼和中
作用，共同維護好來之不易的地區和平穩定局
設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業園，擴大發展
積極深遠影響。當前，中國人民正向着全面建成
國是全面戰略夥伴，確立了共建命運共同體的重
面。
融資合作，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領域培育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
要目標，彼此合作是互利共贏的，不僅給兩國人
新增長點。
進，印尼人民也正為實現 2045 年建國百年目標積
民帶來福祉，也為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
雙方發表兩國元首會晤聯合新聞聲明
極打拚。我願同你一道，繼續從戰略高度和長遠
要貢獻。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下，印
支持印尼主持召開G20領導人峇里島峰會
角度引領中印尼關係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人
尼和中國的良好合作體現了雙方關係的戰略性，
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
民，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對地區和世界都是正能量。印尼願同中方一道，
和國兩國元首會晤聯合新聞聲明》並簽署關於共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
不斷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促進地區和
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
方式展開，中印尼要同舟共濟，展現發展中大國
力爭如期高質量建成雅萬高鐵
平和全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印尼欽佩中國在扶
議與“全球海洋支點”構想有關合作的諒解備忘
責任擔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開放的區
貧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願借鑒中方成功經驗。
錄以及疫苗、綠色發展、網絡安全、海洋等領域
域主義，為推進全球治理提供東方智慧，貢獻亞
習近平強調，中國和印尼發展階段相似，共
歡迎中方積極參與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綠色
合作文件。
洲力量。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開二十國集團
同利益相連，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運攸關。
工業園建設，加強“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同共建
當晚，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為佐科和夫人伊
領導人峇里島峰會，願同印尼加強協調配合，確
構建中印尼命運共同體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一帶一路”倡議戰略對接，深化投資、技術、
莉亞娜舉行晚宴。
保峰會取得圓滿成功。中方也將全力支持印尼當
和普遍期待。很高興雙方確立了共建命運共同
疫苗、醫療衞生等領域合作。雅萬高鐵是印尼快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
好明年東盟輪值主席國，願同東盟加強團結協
體這一大方向。中方願同印尼以此為統領，鞏

習

中國防疫政策對境內所有人一視同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有美媒近日
報道稱，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導致美國在華外
交官的權利遭到踐踏，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6 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援引數據予以駁斥。
趙立堅首先指出，中國防疫政策從對人民
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精神出發，對中國境內所
有人一視同仁，同等保護中國公民和在華外國
公民的健康。
他進一步指出，兩年多來，中國是全球新冠

肺炎感染率、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中國公
民和所有在華外國公民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保護。
同時，中國的經濟社會始終保持良好運轉，使中
國民眾和在華外國公民及企業的利益得到最大程
度的維護。
趙立堅表示，中方始終高度重視包括美國
在內的外國駐華外交領事人員涉疫問題，一貫按
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維也納領事關係
公約》有關規定和精神，為他們履職提供必要協
助和便利。近兩年來，中方在自身外防輸入壓力

較大的情況下，仍為美國等國駐華外交官及其家
屬來華離華、在華生活履職、探親隨居等提供許
多便利。對此，各國駐華使領館都有目共睹。
“據我了解，自 2020 年 6 月 1 日以來，搭
乘包機來華的美國外交官及家屬人數超過 1,000
人，何來的‘對美國外交官權利踐踏’和‘恐
懼’呢？”趙立堅說。
他同時強調，外國在華外交領事人員有義
務尊重和遵守中方防疫規定，這也是遵守前述
兩個公約的義務。

沈洪兵接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

中方駁斥美媒涉華防疫措施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網站26日消息，沈洪兵任中國疾控
中心主任、黨委常委（兼）；高福因年齡原因，
不再擔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黨委常委。
26 日下午，中國疾控中心召開幹部大會。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家疾
病預防控制局黨組書記、局長王賀勝出席會議並
宣布國家疾控局黨組決定：
沈洪兵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黨委常委
（兼），盧江任中國疾控中心黨委書記、副主任
（兼），周宇輝任中國疾控中心黨委副書記，嚴
俊任中國疾控中心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劉劍
君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黨委常委，再那吾東
．玉山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因年齡原
因，不再擔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黨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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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向往星辰大海
又观照内心世界
本报记者 刘少华

过去一周，网络
世界热热闹闹，人们
关心国家大事，也关
心身边小事，既关心
问天实验舱发射成功
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
长足发展，也关心一
个普通山村里的“二
舅”带来的人生启
发。

“这不是科幻，这是
中国航天”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中国空间站
问天实验舱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
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作为中国空间站首个科
学实验舱，“问天”踏上问天之路，在
这光辉时刻，无数网友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和自豪。
一个又一个网站热搜，见证着问
天实验舱发射成功后，广大网友的火
热心情。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
了一条“问天”宣传片，并配文“这
不是科幻，这是中国航天”，点击量很
快突破 100 万次。网友则在这条微博下
感慨：“被问天宣传片妥妥的大片感拿
捏住了。”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 《从
“天问”到“问天”，见证梦想成真的
力量》，评论认为，来自古人萦绕千年
之久的“天问”，随着问天实验舱的一
飞冲天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诠释、更深
远的意义。“今年是空间站建造决战决
胜之年，一砖一瓦，映照着一个国家
的实力和能力；一举一动，夯实着一
个民族的志气和底气。”
7 月 25 日 ，“ 航 天 员 的 快 递 放 门
口 了 ”“ 中 国 空 间 站 升 级 为 六 居 室 ”
等登上微博热搜。问天实验舱入轨
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
7 月 25 日 3 时 13 分，成功对接于天和
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
历时约 13 小时。这是我国两个 20 吨
级航天器首次在轨实现交会对接，
也是空间站有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
首次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同一天，“问天实验舱踏上问天
路”登上热搜，一天之内，阅读量
近 1 亿。新华社官方微博报道，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问天
实验舱，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工作。
星辰大海的美，触动着每一个普
通网友的心。就在问天实验舱发射前
10 分钟左右，天和核心舱组合体过境
海南岛上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拍到了美丽的海南岛。很快，“中国空
间站视角下的祖国太美了”也登上热
搜，视频点击量很快破百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
“问天发射 4K 杜比全景声纪录片”，则
以美丽的画面和动人心魄的配乐，让
广大网友流连忘返。在草木的呼吸之
间，在碧海蓝天的氤氲之间，在自由

上 图 ： 7 月 24
日，搭载问天实验
舱的长征五号 B 遥
三运载火箭，在我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田定宇摄

上图：7 月 25 日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入问
天实验舱。航天员陈冬
（中）、刘洋 （右）、蔡旭哲
进入问天实验舱。
右 图 ： 7 月 25 日 ， 航
天员陈冬开启问天实验舱
舱门。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飘浮的云朵之间，在熙攘攒动的人群
中间……一句，“5、4、3、2、1，出
发 ， 向 天 宫 ！”， 带 领 广 大 网 友 沉 浸
式、多视角、全方位重温了问天实验
舱发射。
在欣赏之余，广大网友也关心问
天实验舱背后的硬核科技。中国军
网、光明网和新华社客户端均刊文进
行了解读。面对未来，中国军网解读
文章指出，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
间站完成建造后，意味着国家太空实
验室将正式建成，并将开展长期、多
领域、大规模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

该文认为，神舟、天舟、天和、问天
……伴随着一次次颇具诗意的浪漫出
发，中国航天人也在向世界传达着这
样 一 个 决 心 ：“ 在 星 辰 大 海 的 征 途
上，中国航天永不止步。”

“选择了庄重自强也
就选择了丰润豁亮的生
活”
7 月 26 日 ， 人 民 日 报 微 博 在 其

“你好，明天”栏目中，这样点评一则
刷屏视频：“近日，一则记录二舅艰难
而饱满人生的视频，引发热议。面对
命运冷峻的玩笑，二舅没有躺倒。不
是苦难成就了二舅，而是他挫败了苦
难，隐忍、坚韧且有热忱，一手绝活
撑持家庭，也撑起生命尊严。这是一
个人的生存史，也是一个群体的心灵
史，选择了庄重自强也就选择了丰润
豁亮的生活。”
这个故事最早发在哔哩哔哩视频
网上，博主“衣戈猜想”通过文学性
的旁白与画面，在 11 分钟视频里记录
下二舅苦难而饱满的一生。这个曾经

村子里的优秀少年，十几岁时因为发
烧，被村医在屁股上打了四针后成了
残疾。后来自学木工谋生，一生未
婚，收养了一个女儿，现在独自照顾
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还成了村里的
“维修多面手”。
视频语言鲜活而富有冲击力——
“二舅上小学是全校第一，上了初中
还是全校第一。有一天二舅发高烧请
假回家，隔壁村的医生一天在他屁
股 上 打 了 四 针 ， 二 舅 就 成 了 残 疾 。”
“第二快乐的人，就是从不回头看的
人 。”“ 老 病 是 生 死 之 间 的 必 要 演
习 。”“ 我 理 应 度 过 一 个 比 二 舅 更 为
饱满的人生。”
短短一天，视频便登上了该网站
热门第一，播放量突破 500 万，实时
在看人数一直保持在 3 万以上。在这
个视频结尾，“弹幕”（ 在网络上观
看视频时弹出的评论性字幕） 是成千
上万网友统一留言“敬二舅”。
新华网微博发表评论指出：
“一夜之
间，二舅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11分27
秒，浓缩了二舅的一生。正如视频中所
说：
‘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普通到不
快进一万倍都没法看的。
’但谁说，普通
的人生不能拥有高贵的灵魂呢？
”
“侠客岛”微博就此事的评论
《二舅活出了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
登 上 了 微 博 热 搜 。“ 侠 客 岛 ” 认 为 ：
“回味一番，令岛叔印象最深刻的画
面是二舅一瘸一拐依然向前走的背
影，最戳中人心的是他最朴素的坚韧
与善良。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
的自强与强悍，令人心生敬意。这又
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品质？”
澎湃新闻微博认为，视频中的二
舅，他拥有勇气，竭力去改变自己能
改变的。他拥有豁达，能坦然接受自
己不能改变的。他拥有智慧，能辨别
二者的差异。二舅有一种平凡却不平
庸，贫困却不潦倒的风度。
在这条视频下的评论区，来自全
国各地的网友，则用自己的亲身体验
表达着共鸣。
江苏网友“不知”说：“我觉得
像二舅这种人真的还挺多的，他们遍
布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用脚丈量
着这片土地，他们身上散发着我们民
族的品质，坚毅、顽强、智慧，二舅
并没有因为残疾而陷入消沉，而是依
然肯定生命的价值，并且用超强意志
去重估一切价值。”这条评论，得到
了近万个点赞。
广东网友“団子”说：“想起了
我的外公，他是村里的老医生、木
匠、酿醋人、花匠，或许还有我不曾
知道的身份。他写的一手好小楷字，
爱喝小酒，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几
个孩子很和蔼。很遗憾没有了解很多
他的过去，但他是我心中最博学温柔
的亲人，是我最崇拜的亲人。”
网友们想起了自己的大伯、外
公、爸爸等，在这些普通人身上，
也闪烁着跟视频中的二舅一样的品
质。来自海南的网友“应笑我”，引
用 了 一 段 名 言 ， 获 得 了 近 2000 个 点
赞，这段话也代表了很多网友对此
事 的 态 度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种 真
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
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视频刷屏后，
原作者“衣戈猜想”发文回应称，
收到很多人私信，建议让二舅去各
大短视频平台直播。他表示，谢谢
大家的关心，但不愿意让二舅去直
播或者卖货。“美好的故事应该有一
个美好的结尾，让二舅安安静静地
陪姥姥生活在那个小山村吧，那就
是这个故事最美好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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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官員：美歐可減緩通膨且避免經濟衰退
（中央社）美國中央銀行官員昨天表示，美國與歐洲聯
盟可以藉由將通貨膨脹率降至可接受水準，避免經濟衰退，
實現軟著陸。
法新社報導，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布勒德（James
Bullard）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演講時指出：
「經濟軟著陸在美國與歐元區是可行的。」
但要實現這個目標，貨幣政策的 「轉向」 必須 「執行得
夠好」 。目前央行政策為積極大幅升息，以減緩失控的通貨
膨脹。
布勒德認為，關鍵是控制通膨預期。若市場和消費者預
期價格會持續上漲，便會採取相應行動。例如，店家若要抬
升物價，民眾會在上漲前搶購商品，員工也會要求提高薪資
。
布勒德說： 「美國與歐元區目前的通膨率接近 1970 年代

（路透社
路透社）
）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的水平。」
他表示，當時因為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缺乏
「信譽」 ，導致對抗通膨付出 「高昂代價」 ，經濟多次衰退
。他說： 「聯準會整整十年放任通膨逐漸高漲，幾乎沒有人
相信它是認真想要降低通膨率。」 因此，時任聯準會主席伏
克爾（Paul Volcker）必須透過積極的財政政策 「贏得信譽」
。
布勒德說，不過 「跟 1970 年代相比，現在聯準會和歐洲
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信譽卓著」 。
他承認，2022 年第 2 季通膨比預期還 「熱」 ，以致聯準
會升息幅度不得不比他最初預期的 「再高一些」 。
聯準會的基準利率為美國商業銀行借款利率定下基調，
目前在 2.25%至 2.5%區間。布勒德表示，年底前基準利率
必須升至3.75%到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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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長搞亂台海局勢
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正在進
行一次令人擔憂的亞太旅行，並
執意前往台灣，盡管拜登總統及
美國政府官員之警告，並擔心中
國大陸做出之激烈反應。
佩洛西是自二十五年來， 首
次前往台北訪問的美國眾議院議
長， 之前曾有議長金利契前往訪
問過台灣。
美國國防部官員正在二十四
小時密切注意中國軍方之動態來
保護佩洛西一行之安全， 中國方
面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之神
聖領土 ，佩洛西之到訪是一次極
大的威脅，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剛

表示：“我們不斷告知美國中國
人民解放軍決不坐視，並將强烈
反制對保障對中國領土及主權之
完整。”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國會是
個獨立的政府單位， 我們不知道
佩洛西議長要做什么， 這純粹是
她自已的決定。
我們對於台海目前之情勢十
分擔憂， 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所說， 中美兩大國應該和平共處
，為世界謀福利。
佩洛西議長在其政治生涯中
最後階段， 應該用其智慧寫下輝
煌之一頁。

Pelosi’
Pelosi
’s Final Political Journey
On her trip to Asia, Speaker Nancy Pelosi is expected to visit
Taiwan despite warnings from President Biden’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ho are worried about China’s response.
According to Taiwanese officials, Pelosi will stay one night in
Taipei.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officials are watching the
clock and monitoring Chinese movement in the region and trying
to develop a secure plan for her safet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ao Lilian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We would like to tell the U.S. once again that
China is standing by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ll not sit idly by. China will take a resolute response and strong
countermeasures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aid in NewYork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Speaker Pelosi intends to do. Congress
is an independent coequal branch of government. The decision is
entirely the speaker’s.” Blinken said that such a visit has
precedent noting past speakers and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have visited Taiwan.
The question of Taiwan is “the most sensitive and important
core issue in U.S. and China relations.” the Chinese diplomat
said.
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Prime Minister Lee of Singapore said, “The two
superpowers should coexist peaceful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
”
We hope that Speaker Pelosi will use her wisdom to write a
glorious page in the final stage of her political career and never
bring the threat of war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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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頂尖的女子籃球員之一的布蘭妮
•葛琳娜(Brittney Griner)於今年 2 月在俄羅斯
莫斯科國際機場因為被查出行李中裝有挾帶
含大麻油的電子菸彈而遭到逮捕, 已被關押達
半年之久, 儘管美國各界呼籲美國政府援助他
, 但至今沒有任何成效, 看來美國必須付出沉
重代價 才可以把他從囚房中營救出來。
之所以稱呼葛琳娜為”他”, 而不是”她”
是因為身為女子的葛琳娜是一位同性戀者, 他
結過兩次婚, 妻子皆為女子,他是當今美國最優
秀的女子球星之一, NCAA 時代葛琳娜曾就讀
於德州貝勒大學, 由於身材突出, 球技精湛, 在
球場上光芒四射, 兩次為美國贏得奧運金牌,
並以籃球女狀元的身份投入 WNBA 的鳳凰城
水星隊, 由於女子 NBA 的薪水並不高, 所以他
像許多 NBA 女球星一樣,在 NBA 賽季之餘, 成
為一隻”候鳥”, 飛往俄羅斯聯賽的 UMMC
葉卡捷琳堡隊效力, 不過葛琳娜今年二月卻不
幸因毒品事件而被扣押成為”囚鳥”, 但他並
沒有販賣毒品, 俄羅斯竟以嚴刑峻法來伺候他
, 實在不可思議, 顯然是因為正逢俄烏戰爭, 美
俄關係十分緊張之際, 所以葛琳娜成為代罪羔
羊, 一樁單純的攜帶毒品案件竟被關押半年之
久, 由於各界對白宮施加壓力, 拜登總統已透

A3
過國務卿布林肯正式向俄羅斯外交部長提出
了換囚計畫--以葛琳娜與及另一位被指控在
俄 羅 斯 從 事 間 諜 活 動 的 美 國 犯 人 韋 藍 (Paul
Whelan)來交換關押在美國的俄羅斯非法軍火
商波特(Viktor Bout), 不過這種以 2 換 1 的模式,
俄羅斯顯然不太可能會接受。
在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換囚並不罕見, 中
國政府曾與加拿大政府達成協議, 以華為女公
子孟晚舟交換兩位被關押在中國的加拿大犯
人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然而現在美俄關係不
佳, 美國示弱想透過外交途徑與手段來推展換
囚計畫的確很不容易。
過去幾個月來對於葛琳娜事件十分關切
的新墨西哥州前州長李察遜準備前往俄羅斯
協助營救葛琳娜, 李察遜有顯赫經歷, 他擔任
過聯邦眾議員、能源部長以及美國駐聯合國
大使, 在促成囚犯獲釋及調解國際衝突方面頗
有績效, 而且他一向與俄羅斯關係良好, 尤其
是他所主持的 「李察遜全球事務中心」 曾協
助從俄國接回遭關押超過 2 年的前美軍陸戰隊
員利德, 所以在他的協助以及布林肯的加持之
下, 只要美國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葛琳娜最終應
該是可以獲釋返回美國的!

共軍演習前夕 G7外長聯合聲明：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OPEC＋決議每日增產10萬桶 有史以來最小增幅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和結盟油國（OPEC+）今
天決議微幅提高產量，此舉恐讓最近出訪沙烏地
阿拉伯，尋求油國組織大幅增產，以抑制飆漲油
價的美國總統拜登大失所望。
法新社報導，根據 OPEC+部長視訊會議後發
布的聲明，這個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為首的
油國組織決議 9 月每日增產 10 萬桶，遠低於之前
的增幅。
國際油價本週稍早下跌，但在傳出 OPEC+決
議小幅增產的消息後，倫敦布倫特原油價格重返

每桶 100 美元上方。
美國外匯經紀商安達（OANDA）分析師莫雅
（Edward Moya）告訴法新社： 「這個 OPEC+有
史以來最小增產幅度，對於解決當前全球能源危
機鮮有助益。」
「即使全球經濟加速減緩，油價似乎仍將維
持在每桶 100 美元左右。拜登（Joe Biden）政府
對此將感到不悅，對改善美國和沙烏地的關係將
是一大挫敗。」

經濟危機拖累 斯里蘭卡總統警告國家面臨極大危險
斯 里 蘭 卡 總 統 威 克 瑞 米 辛 赫 （Ranil Wickremesinghe）今天警告，斯里蘭卡面臨著 「極大
的危險」 。這個島國因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引發
燃料短缺，恐將至少持續到今年年底。
法新社報導，前總統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面臨好幾個月抗議，被迫逃離斯里蘭
卡而辭職後，73 歲的威克瑞米辛赫上月被推選執
政。威克瑞米辛赫表示，金融危機已演變成一場
嚴重的政治危機。
他在新一屆國會開議時說： 「如今我們面臨
我們國家近代史上從未面臨過的前所未有局面。

我們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由於擁有 2200 萬人口的斯里蘭卡自去年底來
食品、燃料和藥品嚴重短缺，數萬名抗議者上個
月闖入拉賈帕克薩的官邸。
威克瑞米辛赫表示，擺脫危機的唯一方法是
「我們團結一致共同面對挑戰」 ，並要求國會中
所有政黨加入他的 「團結政府」 倡議。
他表示，斯里蘭卡 8 月將與國際貨幣基金
（IMF）重啟高達 30 億美元的 4 年紓困計畫談判
，同時呼籲議員組建囊括所有政黨的新政府，以
解決嚴重的經濟危機。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率領國會代
表團出訪亞洲，19 小時旋風來台引發全球睪
固關注。中國宣布在台灣周邊多處實施軍演
之際，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員國外長 3
日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集團維護台灣海峽和
平穩定的立場，呼籲中國勿企圖藉由武力單
方面改變區域現狀。
德、日、英、美、法、加拿大、義大利
等 G7 成員國外長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透過聯合聲明指出，成員國一致對中國
挑起的威嚇行動感到擔憂，特別是可能導致
局勢升溫的實彈演習和經濟脅迫。
聲明表示，中國沒有正當理由以訪問行
程為藉口，在台海挑起具侵略性的軍事行動

；各國議員出訪他國符合常規與慣例，中國
過度反應只會使局勢惡化並破地區穩定。
「我們呼籲中國勿以武力片面改變地區
現狀，用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 聲明強
調，各成員國的 「一中政策」 及對台的基本
立場不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透過推特轉發聲明表
示： 「我與同僚在此重申，我們致力維護以
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台海與其他區
域的和平穩定。」
聲明最後提到，成員國鼓勵各方保持冷
靜、展現自制、行事透明，並維持溝通暢通
，以免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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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兩線交戰持續升級
美方提出交換囚犯計劃

元 （ 約 合 人 民 幣 1020 至 1360 億 元 ） 的
援助計劃，幫助支撐飽受戰火蹂躪的
經濟。
烏破壞俄 「南進」 計劃
據報道，自行宣布獨立的「頓涅茨
克人民共和國」的親俄武裝人員宣布占
領了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的烏格列戈
爾斯克（Vuhlehirsk）燃煤發電廠，這是
俄方近三周以來首次宣稱取得戰略進展
。然而，烏克蘭方面並沒有證實該發電
廠遭占領，只是稱俄烏兩軍正在附近兩
個地區交戰。
烏克蘭頓涅茨克州州長帕夫洛· 基裏
連科（Pavlo Kyrylenko）表示，至少有 1
人在俄軍襲擊巴赫穆特鎮的一家酒店時
身亡，該鎮位於烏格列戈爾斯克發電廠
以北，並且是俄軍想要占領的目標。基
裏連科在社交平臺臉書上寫道：「初步
消息顯示有死傷人員，且救援行動正在
進行中。」當地緊急服務部門表示，目

德媒：這是對最窮的人的攻擊！
綜合報導 本月，德國北部小城策勒的食品救濟組織「餐桌」的冷
藏車五天之內兩次被燒。「這是對最窮的人的攻擊！」德國《圖片報》
在報道中如是說。
「餐桌」是德國最大的食品救濟組織之一，在德國各地有960個站點。
在目前通膨高企的情況下，許多窮人到這裏領救濟食物。平時，這一組織
從當地超市收集救濟商品和食物，然後將它們分發到各個站點。由於幾輛
冷藏車接連被毀，「餐桌」組織無法再為當地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救濟。
「餐桌」的損失高達 20 萬歐元，雖然保險公司會進行理賠，但沒有
冷藏車該組織就無法繼續收取和分發食物。縱火案發生後，依賴救濟食
品的貧困者領不到食物，生活受到極大影響。其中就有單親媽媽西爾維
婭· 霍夫曼和她的兒子本· 盧卡。霍夫曼無奈地說道：「247 歐元的失業
金在月中就會用完。有『餐桌』提供的食物，我們就不會餓肚子。但現
在，我們又吃不上飯了。」
有德國學者表示，這些針對最窮的人的行為令人擔憂。窮人沒有食
品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分析人士稱，德國越來越多針對窮人的暴力事件可能與極右翼分子
有關。德國電視一臺 19 日稱，新冠肺炎疫情正成為極右翼青年激進化的
火力加速器。在東部茨維考等地區，極右翼勢力極速擡頭。極右翼組織
對青少年進行培訓，揚言「為了政治展開街頭鬥爭」。

新加坡 6 月通脹率為 6.7%
達 2008 年以來最高水平
綜合報導 据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当日发布联合公告
称，新加坡 6 月份核心通货膨胀率达到 4.4％，维持在 13 年来的最高水平
。该国整体通胀率为 6.7％，也是 2008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 5 月份相比，新加坡整体通胀率在 6 月份上升 1.1 个百分点，核心
通胀率上升 0.8 个百分点。
公告称，6月份核心通胀上扬反映了服务、食品、零售和其他商品，以
及电费和煤气费等的价格涨势更强劲。其中，电费和煤气费增幅为20％，高
于 5 月的 19.9%。
另一方面，食品服务和非熟食价格的涨幅更大，带动 6 月的食品通
胀从 4.5%增至 5.4%。零售和其他商品的通胀率从 1.8%增至 3.1%；服务通
胀率从 2.6%增至 3.4%。
新加坡当局指出，通胀压力将在接下来数月内保持高涨，核心通胀
率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升至最高峰，年底有所缓和。官方预测，今年全年
核心通胀率介于 3％至 4％；整体通胀率介于 5％至 6％。

價還價的籌碼。支持者則對這些擔憂持
質疑態度，他們認為讓美國公民可以回
家這件事更為重要。
烏計劃年底前達成超百億貸款援助
據報道，烏克蘭央行行長凱裏洛· 舍
甫 琴 科 （Kyrylo Shevchenko） 稱 ， 烏 克
蘭的目標是在年底前與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達成一項價值為 150 至 200 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 1020 至 1360 億元）的
援助計劃。
自俄羅斯於 2 月 24 日對烏克蘭發動
「特別軍事行動」以來，烏克蘭面臨
2022 年經濟收縮 35%至 45%和每月 50 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 340 億元）的財政缺
口，並且嚴重依賴西方盟友的外國融資
。由於經濟衰退，烏克蘭石油天然氣公
司（Naftogaz）已成為首個債務違約的烏
克蘭政府實體，此前該國有能源公司已
表示不會在 7 月 26 日寬限期到期之前支
付國際債券。
舍甫琴科表示，烏方已向 IMF 提交
了申請，現在正與其就新的融資計劃進
行磋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說，高通脹
和俄烏沖突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正在成
為現實，假使不加以控製，這可能會將
世界經濟推向衰退的邊緣。

泳池突遇地陷

以色列男子瞬间被吸入 13 米深坑
綜合報導 以色列一男子近日參加公
司在別墅舉辦的派對活動時，其所在的泳
池底部突然發生地陷，幾秒鐘就把他吸入
地下一個 43 英尺深（約 13 米）的洞中。
警方搜尋 4 小時後才發現該男子屍體
。經初步調查，別墅業主在建造遊泳池前
沒有申請相關許可證，在此案中被控「過
失殺人」，目前被當局軟禁在子女家中。
綜合《以色列時報》、《華盛頓郵報》
等消息，當地時間 21 日，這場派對在距離
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市約 25 英裏的
卡爾梅約瑟夫鎮的一棟別墅中舉行，大約
有 50 人參加，事發時泳池裏只有 6 人。
現場視頻顯示，伴隨著音樂和美食，
客人們當時正在有說有笑。突然地陷發生
，導致整個泳池向地陷方向塌陷，水、充
氣筏和水上玩具都在短短幾秒鐘內被瞬間
吸進大洞，始料未及的兩名男子也隨之被
漩渦吸入。
一名目擊者告訴以色列新聞網站 Ynet
，當時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其他人都沒
反應過來眼前發生了什麼，漩渦就在幾秒
鐘內吞沒了男子，「水位突然開始後退，
然後出現了一個洞，形成一個漩渦，把兩
個人卷了進去。」
另一名目擊者稱，當地面裂開時，她
沖同事們大喊，讓他們趕緊從池子裏出來
，但對方一開始還以為這是一種遊戲，
「幾秒鐘後，地面就掉了下去……我眼睜
睜看著兩個人消失了。」
萬幸的是，其中一人在千鈞一發之際
成功逃脫，《耶路撒冷郵報》稱這名獲救
的 34 歲男子的頭部和腿部僅受了輕傷。
但另一名男子的屍體於事發 4 小時後

，在地下一個 43 英尺深（約 13 米）的洞中
找到。這名男子名叫克利爾· 基米（Klil
Kimhi），今年 32 歲，來自特拉維夫，當
局沒有透露他的具體死因。
當地警方隨後針對這起事故進行調查，
關於泳池運營是否合規，他們發現別墅業
主梅勒夫婦在建造遊泳池前沒有申請許可
證，因此以涉嫌「過失殺人」逮捕了兩人
。警方認為梅勒夫婦需要為這起悲劇承擔
很大責任，「如果他們獲得了許可，就可
以阻止這種結果的發生。」
最新消息稱，梅勒夫婦已於本周五早
上被釋放，目前被當局軟禁在以色列西部
佩塔提克瓦市的女兒家中。
他們的律師在周五的聽證會上辯護稱
，梅勒夫婦是「好人」，他們不可能預料

到遊泳池下會出現地陷，這次的事件只是一
個「意外」，「這種事情一百年才會發生一
次，就和被雷辟中一樣不同尋常。（只是）
不幸的是，它（這次）發生了。」
《華盛頓郵報》介紹稱，地陷（sinkhole）是由於土地表面以下的巖石，如石
灰巖、碳酸鹽巖或鹽床溶解，形成地下空
間和洞穴，導致陸地表面突然崩塌。根據
美國地質勘探局的說法，地陷之所以如此
危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隨時都可能發
生。
報道稱，地陷問題在以色列比較常見
。以色列地質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伊泰·
加夫裏利去年告訴法新社，以色列境內和
周圍有數千個有地陷危險的區域，包括死
海沿岸。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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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窮人餐車」 五天內兩次被燒

華盛頓向莫斯科提出囚犯交易
據報道，經過數月的內部辯論，拜
登政府提出交換已被美方定罪且將在美
服刑 25 年的俄羅斯軍火商維克多· 布特
（Viktor Bout），而俄方保釋被其關押
的美國女籃球星布蘭妮· 格林娜
（Brittney Griner）和美前海軍陸戰隊隊
員保羅· 惠蘭（Paul Whelan）。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 7 月 27 日宣布
，美國幾周前向俄方提交了一份「實質
性提案」，這份提案針對「被錯誤拘留
的惠蘭和格林娜」。布林肯在國務院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拜登直接參與並簽署
了該提案。
惠蘭自 2018 年以來因被控涉嫌從事
間諜活動而被俄羅斯關押，而美國國家
女子籃球協會（WNBA）球星格林娜自
今年 2 月以來因被控持有毒品而在俄羅
斯入獄。知情人士稱，在美國政府機構
之間數月的內部討論中，美司法部反對
釋放俄軍火商布特。然而，消息人士稱
，司法部官員最終證實，釋放布特的交
易計劃得到了國務院和白宮高級官員的
支持，包括拜登本人。
值得註意的是，美國政府長期以來
一直抵製囚犯互換，聲稱擔心這只會激
勵各國拘留美國人，以便將他們用作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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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占領下的烏克蘭南部赫爾松
地區親俄行政機構的一官員稱，隨著俄
羅斯加大對黑海沿岸地區的攻擊，烏南
部城市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將很快從
烏克蘭手中「解放」。而烏克蘭方面
稱，烏克蘭軍隊拆除了赫爾松一座重
要橋梁，破壞了俄軍向烏克蘭南部推
進的計劃。
與此同時，俄羅斯聲稱其已完整占
領烏克蘭東部一關鍵發電廠，獲得三周
來首次戰略勝利，但烏克蘭方面並未證
實這一消息。
在俄烏沖突持續的同時，美國試圖
推動一項囚犯交易計劃，用被美方定罪
的俄羅斯軍火商換回被俄方監禁的美國
女籃球星格林娜和美國前海軍陸戰隊隊
員惠蘭，該計劃得到了美國總統拜登的
支持，不過美國司法部反對交換囚犯。
此外，烏克蘭央行行長稱，烏克蘭
的目標是在年底前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達成一項價值為 150 至 200 億美

前已確認襲擊造成 1 人死亡，4 人受傷。
美國《福克斯新聞》援引烏克蘭媒
體報道稱，烏克蘭國防軍聯合協調新聞
中心負責人納塔利婭· 胡梅紐克（Natalia Humeniuk）表示，烏克蘭軍隊摧毀了
赫爾松地區的一座重要橋梁——橫跨第
聶伯河的安東諾夫斯基橋。她指出，這
一高精度的打擊旨在擾亂俄羅斯的後勤
和運輸路線。
當被問及烏方對本國基礎設施的
攻擊的影響時，胡梅紐克告訴記者：
「我們不是在摧毀基礎設施，而是在
摧毀敵人的計劃。」安東諾夫斯基橋
最近幾周已成為烏軍的主要戰略目標，
因為烏方看起來已切斷了其他駐紮在赫
爾松等地的俄軍與俄控克裏米亞半島之
間的通道。
《福克斯新聞》報道稱，美國提
供的「海馬斯」（M142 高機動性多管
火箭炮系統）在烏克蘭奪回赫爾松的
戰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烏克蘭國防
部官員向福 克 斯 新 聞 證 實 ， 在 成 功 部
署「海馬斯」後，俄羅斯軍隊已在
前線停滯了兩周。然而，據報道，
俄 羅 斯 國防部 27 日宣稱，俄軍於 24 日
在烏克蘭中南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
克州摧毀了 100 多枚美國製造的「海馬
斯」火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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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拜登8／9日簽署晶片法案 促進對中國競爭力
白宮今天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將於下週
二（8 月 9 日）簽署 「晶片法案」 ，這項法案
意在補貼美國半導體產業，並且促進美國對
中國的競爭力。
白宮發表新聞聲明指出，拜登將於 8 月 9
日在白宮玫瑰花園（Rose Garden）的一場
儀式上，將 「晶片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CHIPS Act）簽署為法律

。路透社報導， 「晶片法案」 意在緩解影響
各層面的晶片持續短缺情況，包括汽車、武
器、洗衣機及電子遊戲等。
據報導，這項法案將挹注約 520 億美元
政府補貼，用於研究及美國半導體生產，是
美國產業政策的一次罕見重大嘗試。
此外，這項法案也包括為投資晶片廠提
供稅收減免，估計價值達 240 億美元。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
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抵達台灣後，該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怒嗆她 「瘋狂」 ，聲稱裴洛西總是
「把所有事情搞砸」 。
根據報導，裴洛西搭乘美國空軍 C-40C
行政專機抵達台灣後，川普 2 日在自己創立
的社群平台 「真實社群」 （Truth Social）上
發文，問 「為何瘋狂的裴洛西在台灣？」 稱
她 「總是惹麻煩」 ，且 「把所有事情搞砸」
，包括 2 次針對川普的失敗彈劾案，以及曾
在首次擔任眾議院議長時打輸選戰， 「看著
吧！」
川普上週也曾發表類似言論，聲稱裴洛
西接觸的議題都會 「陷入混亂、轉向破滅和

變成垃圾」 ，而中國大陸事務是她最不應該
參與的事情，因為裴洛西 「只會讓整件事變
得更糟」 ，將引發 「巨大的矛盾與敵意」 ，
因此要求她不應該訪問台灣。
不過川普的言論似乎無法代表共和黨全
體，《紐約郵報》報導，以美國聯邦參議院
少數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參
院 外 交 委 員 會 共 和 黨 高 階 委 員 （ranking
member，委員會中在野黨位階最高者）里
契（Jim Risch）、參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高
階委員殷荷菲（Jim Inhofe）等人為首的 26
名共和黨籍參議員，在裴洛西抵達台灣後發
表聯合聲明，表態支持她的訪問行程，並稱
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試圖阻止裴洛西
訪台的行為並不合適，只會產生反效果。

川普嗆裴洛西訪台 「瘋了」 怒揭她驚人問題
共軍升高威脅 拜登與國安團隊討論印太局勢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北京不
滿，在台海周遭大規模演習，升高區域緊張。美國
總統拜登今天上午與國安團隊通話，討論印太局勢
。
裴洛西（Nancy Pelosi）台北時間 2 日晚間率
團訪台，北京連日多次言詞恐嚇，並在台海周圍舉
行多達 6 場的軍事演習，區域緊張情勢升高。不僅
如此，中國也宣布多項禁令，禁止百餘項的台灣商
品進口。
面對台海局勢一觸即發，人在白宮隔離的拜登
（Joe Biden）今天透過推特表示，今天上午與國
安團隊通話，討論廣泛優先事項，包括美國支持自
由開放印太區域，以及持續支持烏克蘭。
拜登日前確診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
病）病毒，經治療後已經康復，但日前篩檢呈現陽
性，至今已經一連 5 天篩檢結果皆為陽性，他目前
人在白宮隔離中。
對於共軍的大規模軍演，白宮今天也再次公開

喊話，重申美國政策不變，美方不會也不樂見危機
發生。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今
天在白宮例行簡報中表示，美國國會議長訪台已有
前例，裴洛西走訪台灣與美國長年政策一致。北京
沒有理由藉此在台灣海峽內或周邊加強侵略性軍事
行動。
面對北京文攻武嚇，英、美、法、德以及加拿
大、義大利、日本在內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
國家外交部長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今天
也發表聲明，重申將致力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以及台海與其他區域的和平穩定。
G7 各國外長呼籲中共勿企圖藉由武力單方面
改變區域現狀，應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分歧；各
國的 「一中政策」 及對台灣的基本立場不變。
聲明在結尾重申各國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堅
定承諾，並鼓勵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展現自制、確
保行動透明，並保持溝通暢通，以避免誤解。

南韓總統就是不見裴洛西外媒曝來台讓韓有 「負擔」

南韓政府今（3）日表示總統尹錫悅因休假中，不會與即將
到訪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會面，引發南韓
輿論社會撻伐，稍早南韓媒體爆料，尹錫悅態度大轉彎，正協調
明（4）日與裴洛西會談，不過隨即遭到南韓總統府打臉計畫
「不變」 ，韓媒分析指出，裴洛西訪台加劇美中衝突，增加南韓
在外交上的 「負擔」 。
正在台灣訪問的裴洛西等美國眾議院代表團即將在傍晚搭機
前往南韓，明日上午與南韓國會議長金振杓會談並共進午餐，下
午搭機赴日。不過今日上午南韓總統辦公室官員表示，尹錫悅因
正在休假中，因此不會與裴洛西會面，引發南韓社會輿論撻伐，
對尹錫悅選擇休假、不見裴洛西感到不可置信。
稍早包括《國民日報》、 「韓聯社」 、韓國公營廣播電視台
（KBS）、《首爾新聞》等韓媒皆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尹錫悅正
協調明日與裴洛西會面。
《國民日報》引述 2 名相關人士指出，尹錫悅已經決定與裴
洛西會面，因為裴洛西是美國政壇第 3 號人物，兩人明日會面的
可能性很大。KBS 則引述南韓總統府相關人士指出，韓美雙方都
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尹錫悅與裴洛西應該會面。
《國民日報》指出，南韓總統府在最後一刻調整行程，是判
斷如果裴洛西來訪，總統卻沒有接見，可能會對韓美同盟引發不
必要的誤會，尤其裴洛西此趟亞洲行中會見了各國領袖，也產生
了影響，在裴洛西相繼與各國領袖會晤後，南韓總統府也轉向尹
錫悅與裴洛西會面。不過報導也指出，如果尹錫悅接見裴洛西，
中國大陸可能會提出抗議，未來將成為韓陸關係的負擔。

在韓媒一陣大翻轉報
導後，南韓總統府出面打
臉報導不實，重申尹錫悅
不會與裴洛西會面的情況
「沒有變化」 。
針對南韓政府消息紊
亂，總部設在首爾的 「北
韓新聞」 （NK News）記
者金正民（Jeongmin Kim
，音譯）推論，似乎發生
了一場公關災難。
針對裴洛西訪台，
「韓聯社」 今日也發布專
文分析，她訪台加劇美中
緊張關係，將成為韓國外
交上的 「負擔」 。
文章指出，南韓作為
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盟友
，同時也與中國大陸保持合作關係，協調處理美中關係是最重要
的外交任務，美中衝突升溫將在大框架內成為韓國外交的制約因
素，因為美中戰略競爭加劇，韓美日聯盟對上朝中俄陣營的態勢
將更為穩固，南韓將難以獲得外交空間。
而台灣問題又最容易引爆美中衝突，針對裴洛西訪台，南韓
政府也在關注對地區局勢的影響，在公開場合下保持謹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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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給出原則反應。
文章指出，中國大陸與北韓的關係密切，美中若因台灣問題
升溫衝突，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難度可能也會升級，由於北韓核
武問題需要美中合作，兩國的衝突管理愈順利，解決的空間也就
愈大。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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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台灣沒有所謂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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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冬奧會後首位訪華外國元首印尼總統佐科會談
“九二共識”3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應詢表示，《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把包
括台灣和澎湖列島在內日本所竊取的中國
領土歸還中國，《波茨坦公告》對此予以
重申。台灣妄想在軍事上對抗大陸就如同
螳臂當車，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美方要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找到
新形勢下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的正確相處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本報記者朱燁報道，“九二共識”30 周年座談會
針對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登上
26 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講話。他
軍艦出港校閱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26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
強調，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
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主張。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會上回答外媒記者提問時，趙立堅
首先對其錯誤說法予以糾正。他說：
導，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廣泛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堅持一個中
“台灣沒有所謂‘總統’，請注意你的
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共創祖國統一的歷史偉業，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
措辭。” 趙立堅稱，藉此機會正告台灣
當局，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近 平 7 月 26 日下午在北
還說，台灣妄想在軍事上對抗大陸就如
同螳臂當車，最終必將失敗。
京釣魚台國賓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在親切友好的氣
◆“九二共
氛中就中印尼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全面深入交換了意見，
謀“台獨”是在挑釁戰後國際秩序
識 ” 30 周 年
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習近
近
平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座談會在北京
會上，另有記者就《波茨坦公告》
人民大會堂舉
發表 77 周年一事提問。趙立堅指出，
開，中印尼要同舟共濟，展現發展中大國責任擔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行。中共中央
《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把包括台灣和
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為推進全球治理提供東方智慧，貢獻亞洲力量。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
澎湖列島在內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歸
全國政協主席
還中國。《波茨坦公告》對此予以重
汪洋出席並講
申。1945 年，日本簽署的投降書明確承
話。 新華社
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有關條件。

汪洋：“台獨”是絕路 外人靠不住
中國印尼要同舟共濟
：
展現發展中大國擔當

﹁
﹂

數讀兩岸三十年

1．截至 2021 年底，享受 ECFA 優惠稅率出口到大陸的
台灣產品已有 1,218.4 億美
元，關稅優惠總額達 77.9
億美元；共有 2,332 家兩岸
服務業企業利用優惠政策提
供服務。

2．1992 年兩岸貿易額僅 74 億
美 元 ， 2006 年 突 破 1,000
億美元，2018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2021 年再創歷史
新高，達 3,283 億美元，是
1992年的44倍。

3．截至目前，台灣地區累計在
大陸設立企業 12.6 萬個，
實 際 使 用 台 資 達 717 億 美
元。

汪

請注意你的措辭

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趙立堅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洋指出，30 年前，兩岸中國人選擇以對話代替
4．截至目前，大陸有 600 餘家
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一些國家縱容鼓動
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對抗、以溝通化解分歧、以協商促進合作，達
企業赴台設立公司或代表機
“台獨”分裂勢力滋事挑釁，發展下去只會將台灣推
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
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
構，累計投資30億美元。
向災難深淵，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禍害。任何
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個中國原則是聯合
原則”的“九二共識”，其核心要義是“海峽兩岸同
5．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成立
人、任何勢力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確認的根本原則，
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一過程和
18 年來，與島內數十家重
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廣大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全球181個國家建立
內容均有明確的文件和文字記錄，任何人、任何勢力
要工商團體建立日常聯繫或
同胞要深刻認識統一有好處、“台獨”是絕路、外人
外交關係的基礎，也是國際社會普遍共
都否定不了、歪曲不了。“九二共識”明確了兩岸關
定期溝通機制；組織上萬家
靠不住的道理，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識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係的根本性質，奠定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堅
台灣企業參與大陸各類重大
“然而，現在有個別人公開挑戰《開
持“九二共識”，贊成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能
展會活動；連續 4 年組織台
劉結一
：
“九二共識”
核心要義不容曲解
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
改善發展，台灣同胞就能受益；否認“九二共識”，
企參加進博會，展覽面積累
◆ 7 月 26 日下午
日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
甚至公然違背承諾，不斷在台灣問題上挑
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會緊張動盪，損害台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在座談會
計 2.5 萬平方米；舉辦 40 餘
習近 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同印
戰中國的底線。”趙立堅說，這是對歷史
灣同胞切身利益。
上表示，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事關兩岸關係
◆7月2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場兩岸專題研討會議；入島
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
事實和正義的踐踏，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
根本性質、政治基礎和發展走向，是大是大非的問
兩國元首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就中印尼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全面深入交換了
舉 辦 展 會 新華社
65 場 次 ， 幫 助
“台獨”分裂是民族復興嚴重隱患
挑釁、是對國際法治的破壞，也是對世界
題。我們毫不動搖、堅定不移。“九二共識”清清楚
意見，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
新華社
3,000 家大陸企業在島內尋
楚、不容否認，核心要義不容曲解。堅持一個中國原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褻瀆。
汪洋強調，我們堅持“九二共識”，體現的是對
求合作機會。
速發展的象徵，印尼願同中方共同努力，確保雅
作，聚焦“五大家園”建設，不斷釋放中國東盟
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奧會後中方接待的首
則和“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才能重回和平發展的正
他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台海和平穩 固戰略互信，堅定支持彼此維護主權、安全、
兩岸民意的尊重，維護的是兩岸同胞的利益，捍衛的
6． 兩 岸 同 胞 年 往 來 人 數 自
萬高鐵按時竣工運行，使其成為兩國友誼的又一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動能。中方歡迎印尼繼續積
位外國元首，充分體現了雙方對發展中印尼
確道路上來。
定的定海神針。一中原則得到充分認可和 發展利益，堅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
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
1992 年 突 破 百 萬 人 次
豐碑。感謝中方支持印尼做好二十國集團主席國
極參與“金磚+”合作，讚賞印尼支持和重視全球
關係的高度重視。近年來，在我們共同引領下，
劉結一指出，兩岸關係始終克難前行的歷史充分
認真遵循時，台海就會保持風平浪靜，否 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對方發展經濟、提高人民
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願在一個中國原則
（131 萬），高峰時達到近
工作，印尼願同中方密切協調，推動二十國集團
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願同印尼就此加強溝
平。雙方要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
中印尼關係蓬勃發展，彰顯強勁韌性和活力。雙
表明，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的發
則就會陰雲密布，甚至出現狂風暴雨。 生 活 水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
領導人峇里島峰會取得成功。作為明年東盟輪值
通合作。
路”合作不斷走向深入，結出更多碩果。力爭
方戰略互信日益鞏固，政治、經濟、人文、海上
千萬人次（985.6萬）。
展進步。不論台海形勢如何變幻，兩岸關係主導權主
“重溫《波茨坦公告》發表這段歷史可以
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
主席國，印尼願為東盟同中國關係發展作出積極
如期高質量建成雅萬高鐵，實施好“區域綜合
合作“四輪驅動”合作格局不斷深化，在維護地
動權始終在祖國大陸這一邊，祖國統一的時、勢、義
警醒世人，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趙立
民主協商。一切有利於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
佐科：願為東盟同中國關係發展作積極努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努力。
經濟走廊”和“兩國雙園”等重大合作項目。
區和平穩定、促進世界團結合作方面展現擔當，
始終在主張統一、追求統一的力量這一邊。
堅說。
進程的主張和努力，我們都歡迎和支持。“台獨”分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等問題交換意見，
中方將繼續全力支持印尼建設區域疫苗生產中
積極有為，樹立了發展中大國聯合自強、互利共
佐科表示，我謹預祝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
認為國際社會應該為勸和促談創造條件，為烏克
心，密切公共衞生合作，願繼續擴大進口印尼
贏的典範。事實證明，發展好中印尼關係不僅符
國代表大會取得圓滿成功，相信在習近平主席堅
蘭局勢緩和降溫、穩定全球經濟秩序發揮建設性
大宗商品和優質農副產品。中方願積極參與建
合兩國共同長遠利益，也在地區和全球層面產生
強領導下，中國未來將取得更大成就。印尼和中
作用，共同維護好來之不易的地區和平穩定局
設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業園，擴大發展
積極深遠影響。當前，中國人民正向着全面建成
國是全面戰略夥伴，確立了共建命運共同體的重
面。
融資合作，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領域培育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
要目標，彼此合作是互利共贏的，不僅給兩國人
新增長點。
進，印尼人民也正為實現 2045 年建國百年目標積
民帶來福祉，也為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
雙方發表兩國元首會晤聯合新聞聲明
極打拚。我願同你一道，繼續從戰略高度和長遠
要貢獻。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下，印
支持印尼主持召開G20領導人峇里島峰會
角度引領中印尼關係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人
尼和中國的良好合作體現了雙方關係的戰略性，
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
民，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對地區和世界都是正能量。印尼願同中方一道，
和國兩國元首會晤聯合新聞聲明》並簽署關於共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
不斷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促進地區和
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
方式展開，中印尼要同舟共濟，展現發展中大國
力爭如期高質量建成雅萬高鐵
平和全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印尼欽佩中國在扶
議與“全球海洋支點”構想有關合作的諒解備忘
責任擔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開放的區
貧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願借鑒中方成功經驗。
錄以及疫苗、綠色發展、網絡安全、海洋等領域
域主義，為推進全球治理提供東方智慧，貢獻亞
習近平強調，中國和印尼發展階段相似，共
歡迎中方積極參與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綠色
合作文件。
洲力量。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開二十國集團
同利益相連，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運攸關。
工業園建設，加強“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同共建
當晚，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為佐科和夫人伊
領導人峇里島峰會，願同印尼加強協調配合，確
構建中印尼命運共同體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一帶一路”倡議戰略對接，深化投資、技術、
莉亞娜舉行晚宴。
保峰會取得圓滿成功。中方也將全力支持印尼當
和普遍期待。很高興雙方確立了共建命運共同
疫苗、醫療衞生等領域合作。雅萬高鐵是印尼快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
好明年東盟輪值主席國，願同東盟加強團結協
體這一大方向。中方願同印尼以此為統領，鞏

習

中國防疫政策對境內所有人一視同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有美媒近日
報道稱，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導致美國在華外
交官的權利遭到踐踏，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6 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援引數據予以駁斥。
趙立堅首先指出，中國防疫政策從對人民
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精神出發，對中國境內所
有人一視同仁，同等保護中國公民和在華外國
公民的健康。
他進一步指出，兩年多來，中國是全球新冠

肺炎感染率、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中國公
民和所有在華外國公民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保護。
同時，中國的經濟社會始終保持良好運轉，使中
國民眾和在華外國公民及企業的利益得到最大程
度的維護。
趙立堅表示，中方始終高度重視包括美國
在內的外國駐華外交領事人員涉疫問題，一貫按
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維也納領事關係
公約》有關規定和精神，為他們履職提供必要協
助和便利。近兩年來，中方在自身外防輸入壓力

較大的情況下，仍為美國等國駐華外交官及其家
屬來華離華、在華生活履職、探親隨居等提供許
多便利。對此，各國駐華使領館都有目共睹。
“據我了解，自 2020 年 6 月 1 日以來，搭
乘包機來華的美國外交官及家屬人數超過 1,000
人，何來的‘對美國外交官權利踐踏’和‘恐
懼’呢？”趙立堅說。
他同時強調，外國在華外交領事人員有義
務尊重和遵守中方防疫規定，這也是遵守前述
兩個公約的義務。

沈洪兵接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

中方駁斥美媒涉華防疫措施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網站26日消息，沈洪兵任中國疾控
中心主任、黨委常委（兼）；高福因年齡原因，
不再擔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黨委常委。
26 日下午，中國疾控中心召開幹部大會。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家疾
病預防控制局黨組書記、局長王賀勝出席會議並
宣布國家疾控局黨組決定：
沈洪兵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黨委常委
（兼），盧江任中國疾控中心黨委書記、副主任
（兼），周宇輝任中國疾控中心黨委副書記，嚴
俊任中國疾控中心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劉劍
君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黨委常委，再那吾東
．玉山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因年齡原
因，不再擔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黨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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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向往星辰大海
又观照内心世界
本报记者 刘少华

过去一周，网络
世界热热闹闹，人们
关心国家大事，也关
心身边小事，既关心
问天实验舱发射成功
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
长足发展，也关心一
个普通山村里的“二
舅”带来的人生启
发。

“这不是科幻，这是
中国航天”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中国空间站
问天实验舱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
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作为中国空间站首个科
学实验舱，“问天”踏上问天之路，在
这光辉时刻，无数网友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和自豪。
一个又一个网站热搜，见证着问
天实验舱发射成功后，广大网友的火
热心情。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
了一条“问天”宣传片，并配文“这
不是科幻，这是中国航天”，点击量很
快突破 100 万次。网友则在这条微博下
感慨：“被问天宣传片妥妥的大片感拿
捏住了。”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 《从
“天问”到“问天”，见证梦想成真的
力量》，评论认为，来自古人萦绕千年
之久的“天问”，随着问天实验舱的一
飞冲天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诠释、更深
远的意义。“今年是空间站建造决战决
胜之年，一砖一瓦，映照着一个国家
的实力和能力；一举一动，夯实着一
个民族的志气和底气。”
7 月 25 日 ，“ 航 天 员 的 快 递 放 门
口 了 ”“ 中 国 空 间 站 升 级 为 六 居 室 ”
等登上微博热搜。问天实验舱入轨
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
7 月 25 日 3 时 13 分，成功对接于天和
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
历时约 13 小时。这是我国两个 20 吨
级航天器首次在轨实现交会对接，
也是空间站有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
首次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同一天，“问天实验舱踏上问天
路”登上热搜，一天之内，阅读量
近 1 亿。新华社官方微博报道，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问天
实验舱，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工作。
星辰大海的美，触动着每一个普
通网友的心。就在问天实验舱发射前
10 分钟左右，天和核心舱组合体过境
海南岛上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拍到了美丽的海南岛。很快，“中国空
间站视角下的祖国太美了”也登上热
搜，视频点击量很快破百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
“问天发射 4K 杜比全景声纪录片”，则
以美丽的画面和动人心魄的配乐，让
广大网友流连忘返。在草木的呼吸之
间，在碧海蓝天的氤氲之间，在自由

上 图 ： 7 月 24
日，搭载问天实验
舱的长征五号 B 遥
三运载火箭，在我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田定宇摄

上图：7 月 25 日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入问
天实验舱。航天员陈冬
（中）、刘洋 （右）、蔡旭哲
进入问天实验舱。
右 图 ： 7 月 25 日 ， 航
天员陈冬开启问天实验舱
舱门。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飘浮的云朵之间，在熙攘攒动的人群
中间……一句，“5、4、3、2、1，出
发 ， 向 天 宫 ！”， 带 领 广 大 网 友 沉 浸
式、多视角、全方位重温了问天实验
舱发射。
在欣赏之余，广大网友也关心问
天实验舱背后的硬核科技。中国军
网、光明网和新华社客户端均刊文进
行了解读。面对未来，中国军网解读
文章指出，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
间站完成建造后，意味着国家太空实
验室将正式建成，并将开展长期、多
领域、大规模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

该文认为，神舟、天舟、天和、问天
……伴随着一次次颇具诗意的浪漫出
发，中国航天人也在向世界传达着这
样 一 个 决 心 ：“ 在 星 辰 大 海 的 征 途
上，中国航天永不止步。”

“选择了庄重自强也
就选择了丰润豁亮的生
活”
7 月 26 日 ， 人 民 日 报 微 博 在 其

“你好，明天”栏目中，这样点评一则
刷屏视频：“近日，一则记录二舅艰难
而饱满人生的视频，引发热议。面对
命运冷峻的玩笑，二舅没有躺倒。不
是苦难成就了二舅，而是他挫败了苦
难，隐忍、坚韧且有热忱，一手绝活
撑持家庭，也撑起生命尊严。这是一
个人的生存史，也是一个群体的心灵
史，选择了庄重自强也就选择了丰润
豁亮的生活。”
这个故事最早发在哔哩哔哩视频
网上，博主“衣戈猜想”通过文学性
的旁白与画面，在 11 分钟视频里记录
下二舅苦难而饱满的一生。这个曾经

村子里的优秀少年，十几岁时因为发
烧，被村医在屁股上打了四针后成了
残疾。后来自学木工谋生，一生未
婚，收养了一个女儿，现在独自照顾
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还成了村里的
“维修多面手”。
视频语言鲜活而富有冲击力——
“二舅上小学是全校第一，上了初中
还是全校第一。有一天二舅发高烧请
假回家，隔壁村的医生一天在他屁
股 上 打 了 四 针 ， 二 舅 就 成 了 残 疾 。”
“第二快乐的人，就是从不回头看的
人 。”“ 老 病 是 生 死 之 间 的 必 要 演
习 。”“ 我 理 应 度 过 一 个 比 二 舅 更 为
饱满的人生。”
短短一天，视频便登上了该网站
热门第一，播放量突破 500 万，实时
在看人数一直保持在 3 万以上。在这
个视频结尾，“弹幕”（ 在网络上观
看视频时弹出的评论性字幕） 是成千
上万网友统一留言“敬二舅”。
新华网微博发表评论指出：
“一夜之
间，二舅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11分27
秒，浓缩了二舅的一生。正如视频中所
说：
‘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普通到不
快进一万倍都没法看的。
’但谁说，普通
的人生不能拥有高贵的灵魂呢？
”
“侠客岛”微博就此事的评论
《二舅活出了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
登 上 了 微 博 热 搜 。“ 侠 客 岛 ” 认 为 ：
“回味一番，令岛叔印象最深刻的画
面是二舅一瘸一拐依然向前走的背
影，最戳中人心的是他最朴素的坚韧
与善良。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
的自强与强悍，令人心生敬意。这又
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品质？”
澎湃新闻微博认为，视频中的二
舅，他拥有勇气，竭力去改变自己能
改变的。他拥有豁达，能坦然接受自
己不能改变的。他拥有智慧，能辨别
二者的差异。二舅有一种平凡却不平
庸，贫困却不潦倒的风度。
在这条视频下的评论区，来自全
国各地的网友，则用自己的亲身体验
表达着共鸣。
江苏网友“不知”说：“我觉得
像二舅这种人真的还挺多的，他们遍
布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用脚丈量
着这片土地，他们身上散发着我们民
族的品质，坚毅、顽强、智慧，二舅
并没有因为残疾而陷入消沉，而是依
然肯定生命的价值，并且用超强意志
去重估一切价值。”这条评论，得到
了近万个点赞。
广东网友“団子”说：“想起了
我的外公，他是村里的老医生、木
匠、酿醋人、花匠，或许还有我不曾
知道的身份。他写的一手好小楷字，
爱喝小酒，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几
个孩子很和蔼。很遗憾没有了解很多
他的过去，但他是我心中最博学温柔
的亲人，是我最崇拜的亲人。”
网友们想起了自己的大伯、外
公、爸爸等，在这些普通人身上，
也闪烁着跟视频中的二舅一样的品
质。来自海南的网友“应笑我”，引
用 了 一 段 名 言 ， 获 得 了 近 2000 个 点
赞，这段话也代表了很多网友对此
事 的 态 度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种 真
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
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视频刷屏后，
原作者“衣戈猜想”发文回应称，
收到很多人私信，建议让二舅去各
大短视频平台直播。他表示，谢谢
大家的关心，但不愿意让二舅去直
播或者卖货。“美好的故事应该有一
个美好的结尾，让二舅安安静静地
陪姥姥生活在那个小山村吧，那就
是这个故事最美好的结尾。”

廣 告

生活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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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