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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Kobe墜機照天價賠償墜機照天價賠償 遺孀將捐慈善基金會遺孀將捐慈善基金會
（中央社洛杉磯26日綜合外電報導）NBA

傳奇球星布萊恩2020年墜機身亡，洛杉磯郡人
員拍下現場照片並外流，遭判賠1600萬美元給
布萊恩遺孀凡妮莎，凡妮莎宣布將把錢捐給以布
萊恩外號為名的慈善基金會。

前美國職籃NBA洛杉磯湖人當家球星布萊
恩（Kobe Bryant）2020年1月26日搭乘直升機
墜毀在洛杉磯近郊的山坡，機上9人全數罹難，
其中包含布萊恩的13歲女兒吉安娜（Gianna
Bryant）。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導，
凡妮莎（Vanessa Bryant）的律師25日表示，
凡妮莎計劃把在洛杉磯郡訴訟案中獲得的賠款，
捐給紀念布萊恩和吉安娜的 「曼巴和曼巴西塔運
動 基 金 會 」 （Mamba & Mambacita Sports
Foundation）。

非營利的曼巴和曼巴西塔運動基金會為缺乏
資源的運動員提供體育相關的協助。 「黑曼巴」
（Black Mamba）為布萊恩的外號。

凡妮莎於2020年9月在美國地區法院提起

訴訟，主張洛杉磯郡警方和消防員在未經批
准的情況下散布事故的殘忍照片，包括分享
給一間酒吧裡的顧客。此案共同原告徹斯特
（Chris Chester）的妻女也在事故中喪命。

經過11天審判，聯邦陪審團24日下令
洛杉磯郡要向凡妮莎和徹斯特支付總計3100
萬美元的賠償金。

洛杉磯郡分別要賠償凡妮莎與徹斯特1600
萬美元和1500萬美元。凡妮莎表示，她將自己
獲得的賠款捐給基金會，是為了 「讓柯比（布萊

恩）和吉安娜的事蹟發光發熱」 。
這份聲明沒有具體說明曼巴和曼巴西塔運動

基金會將收到的確切捐款金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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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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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 has
voted in favor of banning the sale of new
gas-powered vehicles in the state by 2035.

The goal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was introduced as
an executive order by Governor Gavin

Newsom in 2020. The law requires all new
vehicles sold after 2035 to be zero emission.
Gas emissions are the reason the public
health and welfare is hurting as well as
endangering the environment in multiple and
interrelated ways. According to a survey,

more than 40% of
California drivers are
planning to buy an
electric car as their next
vehicle.

We welcome the new rule of California to
change the way we have been driving cars.
We also would like to see more electric cars
in the future.

0808//2626//20222022

California Will Ban Gas-Powered Vehicles ByCalifornia Will Ban Gas-Powered Vehicles By 20352035

加州政府通過在2035年後全面禁止汽油或柴油車輛，以面對
大氣層變化帶來的嚴重危機，其中驕車、卡車、貨車是造成大氣層
污染之最大原因。
加州政府規定，在2026 年後在加州出售之百分之三十五車輛

必須是零污染排放，到2030年要達到百分之六十八之目標，但是
駕駛人仍然可以繼續使用舊的汽車。
根據政府統計數字，今年頭三個月在加州出售之車輛百分之

十六是電動車，過去十二年來加州政府已經補助十億美元，補助
買電車的人，但是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充電站還是不夠。
世界氣候變遷已經嚴重造成各種天然災害、天災颶風、地層

下陷、洪水頻傳，都是由于碳排放及世界過度開發所造成。
我們極力贊成發展新能源來挽救氣候之繼續惡化，這也是地球

人類共同之难題，加州成為人口最多之大州，也為其他州樹立典
範。

20352035 年加州將全面禁售汽油車輛年加州將全面禁售汽油車輛

女性踴躍參政女性踴躍參政！！
今年十一月，全美三十六個州之州長將進行改選，主要面對

之政見包括新冠疫情、堕胎、経濟問題，更多女性候選人參加了
各州之初選，共有六十九位女性要參加州長選舉，其中二十三人

已經取得選舉人資格。
目前全美有九位女性州長，不過一般估計，今年可能到達十

二位女性當選州長。
由于女性一般掌管家庭收支，她們對經濟問題特別敏感，當

她們成為州長時，對於経濟問題也特別重視。
今年年底之全國大選，將是民主共和兩黨短兵相接之火爆競

選，我們真誠寄望在全國各州及參眾兩院選出新的領導人，能以
新人新政。

Record Number Of Women Are Running For Public OfficeRecord Number Of Women Are Running For Public Office
Thirty-six states will be heading for

elections of their governors and these races
will spotlight on Covid-19, abortion, and
inflation issues.

Sixty-nine women have filed to run for
governor. So far, twenty-three women have
won the primaries. Currently, only nine women
serve as governors. After this year’s

elections, there may be more than twelve
women who will become governor.

In both parties, a number of women are
winning primaries for governor. At least fifteen
women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eight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have won their primaries.

Most women now are making a majority

of the economic decisions for their
households. With that in mind, when they
become governor, they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housing, transportation and childcare issues.

We are so glad that the political positions
in the nation will change to new leadership
soon. We really need new blood and
leadership to lead us out of this difficul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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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和德國總理朔爾茨簽署“聯
合意向聲明”，呼籲兩國投資氫能源，建立“跨大西洋的加拿大
—德國供應走廊”，加拿大將在2025年開始向德國出口氫能。

在簽字現場，朔爾茨回顧了德國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因能源嚴
重依賴俄羅斯天然氣而遭遇的困境，感謝了加拿大的“熱情幫助
”，同時盛讚氫能源是“有遠大前途的綠色能源”，宣稱“德國
預計到2030年需要90—110太瓦時的氫能”。

加、德兩國均以“跨大西洋氫聯盟”之類“大標題”形容這
一協議，稱該協議是“劃時代”的，具有“里程碑般歷史意義”
。但與此同時，圍繞“氫聯盟”的質疑聲也第一時間響起。
“氫聯盟”的“破綻”

在加、德兩國總理把“氫聯盟”炒成“頭條”前，不論德國
、加拿大國內，還是美國、歐盟，都以為朔爾茨專程跑到以能源
著稱的加拿大，是在談進口液化天然氣（LNG）填補俄羅斯管道
天然氣空白的事。

加拿大石油、天然氣開採成本高，在遠程市場缺乏價格競爭
優勢，但優點是產量、產能穩定可靠，如果德國下決心用LNG
替代管道天然氣，加拿大天然氣不失為一個選項。朔爾茨到訪前
夕，也有多個加拿大油氣生產企業及盛產油氣的省區政要吹風，
稱“正考慮從大西洋向德國運送LNG的可行性”。

但是，當兩國總理所簽署的協議內容公佈時，顯然讓外界
“有點不能理解”。因為相較於產能穩定的LNG，加拿大的氫
能開發實際上還是“簡單將來時”：“氫聯盟”協議最大的“破
綻”，是未標明2025年加拿大向德國供氫的供應量——因為加
拿大自己也完全不知道。

加拿大至今並沒有實現成熟的“綠色”電解氫工業化，計劃
向德國供氫的World Energy GH2斯蒂芬維爾工廠計劃2023年才
破土動工，2024年年中“理論上投產”，直到3年後才能實現加
拿大氫的“少量出口”。

據了解，該項目實際上直到2021年春天才申請立項，且至
今尚未通過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的環評——照現有程序，僅環評
就需要至少6個月、至多6年的時間，整個批准程序則需要聯邦
和省兩級24個獨立政府機構蓋章。更要命的是，這一程序實際
上尚未啟動，這些“致命的缺陷”都讓這個“氫聯盟”的前景暗
淡。
朔爾茨何以捨近求遠

德國是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綠色環保運動”最為積極的國
家之一，德國綠黨也是世界“原生態主義”政黨中實力最強的，
不僅在歐洲議會呼風喚雨，而且在朔爾茨聯合政府中佔據多個重
要內閣席位。

在這一潮流影響下，近年來德國在
推動綠色能源方面走得飛快。在俄烏衝
突爆發前，該國不僅早早廢棄了一度有
技術優勢的核電，而且制訂了放棄全部
化石能源，以“綠色能源”取而代之的
詳細框架。

儘管俄烏衝突爆發導致德國對俄天
然氣路徑依賴弊端凸顯，令“綠色環保
運動”的群眾基礎趨於冷靜，朔爾茨政
府也不得不放棄若干過激的能源計劃。
但一來聯合政府中綠黨等“原生態主義
”派別執念依舊，朔爾茨不得不有所妥
協，二來他本人也希望從“綠色能源替
代”中獲得政治收益。

在此次訪加過程中，朔爾茨積極謀
求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與德國漢堡市展
開“氫合作”，並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一
個“意向聲明”，稱漢堡將是德國乃至
歐洲的“氫能源中心”，並表示，在下
月於漢堡州舉行的國際風能會議上，漢堡州將與紐芬蘭和拉布拉
多省簽署合作協議。

儘管德國目前尚未準備好全面改用氫能替代化石能源，加拿
大也並沒有可以批量出口的工業化氫，但誰讓漢堡是朔爾茨的選
區和大本營呢？

特魯多同樣有自身考量：加拿大雖然是油氣產地，但阿爾伯
特省等幾個油氣生產大省，卻都是反對黨聯邦保守黨的根據地，
傳統能源產業也被反對黨牢牢掌控。特魯多當然不願意給政治對
手“添磚加瓦”，寧可心照不宣地折騰“八字還未見一撇”的氫
出口，也要給怎麼看都更務實、更能解德國燃眉之急的LNG出
口潑冷水。

至於World Energy GH2，該公司董事長里斯利當地時間8月
24日的一番講演被批評者抨擊為“不打自招”。在講演中，這位
董事長一方面勾勒項目一旦實現後的“光明前景”，一方面抱怨
聯邦、省兩級政府“衙門氣太重”“墨守成規”，以至於如此
“大有前途項目”進展緩慢。
與此同時，他承認炒作“氫聯盟”有藉機“逼宮提速”的意圖，
並警告“如果不提速，等美國人開足馬力搞起來，煮熟的鴨子就
飛了”。
“我們本來已經很綠了”

對此，一眾批評者指出，撇開用至今尚未獲批的氫能替代現

實急用的天然氣如同“憑空畫大餅”不說，電解氫在現有技術條
件下其實並不真正“綠色”。要知道，用於生產電解氫同樣需要
由“非綠色”能源發出的電，且氫能耗電量巨大，僅World En-
ergy GH2斯蒂芬維爾工廠年規劃耗電量就高達3吉瓦。

為平息“用非綠色電能生產綠色替代能源”的爭議，World
Energy GH2和其他計劃落地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的工業化氫項
目均強調使用風能發電。

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多達數百台的風力渦輪機只有興建在
山脊上才能充分發揮效率，但這些山脊遍布森林、清潔水源，分
佈著當地社區引以為傲的寶貴野生動植物資源。

爭議之下，在“氫聯盟”問題上就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連
日來，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不斷爆發反對“氫能源”項目落地的
抗議。抗議組織者之一羅恩表示，通過毀綠追求所謂“能源綠色
化”是“不符合邏輯的奇怪做法”，“我們這裡本來已經足夠綠
色了，不勞煩你們通過毀掉它們來貼一張‘綠色’標籤”。

在強大壓力下，特魯多和弗雷（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省長）
也不得不放低調門。特魯多重申針對“氫聯盟”項目的審批將公
事公辦；弗雷則索性表示，如果“科學評估”證明工業化氫靠不
住，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仍會依賴現有的傳統能源。

當然，這樣的解釋顯然並未打消抗議者的疑慮。至於“氫聯
盟”未來的走向如何，由此或也可以窺得一角。

德國與加拿大簽了個氫能大項目德國與加拿大簽了個氫能大項目

（綜合報導）綜合日本廣播協會（NHK）、時事通訊社26
日報導，因日本輿論中存在反對為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葬”
的聲音，日本政府決定不要求行政機構在“安倍國葬”之際為其
默哀，也不要求教育委員會等就哀悼安倍提供協助。日本內閣官
房長官松野博一在26日的記者會上發布了上述消息。

NHK稱，日本政府此前曾考慮通過內閣決議，要求行政機
構在“安倍國葬”當天通過默哀等方式表達哀悼，這也是日本政
府二戰後為曾經擔任過首相的人物舉行官方葬禮時的一貫做法。

不過，由於日本輿論對舉行“安倍國葬”的態度褒貶不一，日本
政府將放棄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上述決議。報導還稱，日本政府的
這種做法旨在向民眾澄清，舉行“安倍國葬”不代表強制民眾在
政治方面認可安倍。

據時事通訊社報導，松野博一在26日記者會上稱，“為了
避免給國民帶來‘要求每一個人都為安倍哀悼’這種誤解”，將
不會要求行政機構在“安倍國葬”之際通過默哀等表達哀悼，也
不要求地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就哀悼安倍提供協助。據日媒此前

報導，日本東京都等地教育委員會曾敦促當地公立學校等為安倍
身亡降半旗，在日本社會上引發爭議，《朝日新聞》援引專家的
說法稱，這種做法有損教育的政治中立性。
安倍晉三7月8日在奈良市進行街頭演講時中槍身亡，日本政府
隨後宣布9月27日將為安倍舉行“國葬”，但受到部分日本民
眾的反對。據《每日新聞》21日發布的民調結果，反對“安倍
國葬”的受訪者佔比達53%，支持僅佔30%。

日本政府決定不要求行政機構在日本政府決定不要求行政機構在““安倍國葬安倍國葬””之際為其默哀之際為其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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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國塔夫茨大學工程學院研究人

員設計出壹種靶向小鼠癌癥的疫苗，這種疫苗

強大而精確，可消除腫瘤甚至防止腫瘤復發

。這項研究發表在最近的《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刊》上。

這種癌癥疫苗的工作原理類似於mRNA新冠疫

苗，在脂質納米顆粒(LNP)的氣泡中傳遞信使核糖

核酸(mRNA)，最終與體內的細胞融合，使細胞能

夠“讀取”mRNA並產生病毒抗原。

癌癥疫苗也通過LNP傳遞mRNA。mRNA編碼在

癌細胞中發現抗原，而LNP可靶向淋巴系統，也就是

免疫細胞“訓練”的地方，因此反應明顯更有效。

研究人員表示，利用LNP遞送技術開發下壹代

RNA疫苗，能夠靶向特定的器官和組織。以淋巴系

統為靶標將克服癌癥疫苗開發面臨的許多挑戰。

迄今為止，已有20多種mRNA癌癥疫苗被納

入臨床試驗，但通常情況下，大部分mRNA最終

會進入肝臟。雖然肝臟中產生的抗原可誘導免疫

反應，但存在肝臟炎癥和損傷的風險。如果更多

的疫苗靶向淋巴系統，那麼這種反應可能會更有

效、更持久。

研究團隊發現了壹種LNP，可在被註射到小鼠

皮下後集中到淋巴結中。研究人員認為，LNP從其

表面的血流中收集分子，這些選定的分子與目標器

官中的特定受體結合。

目前某些新冠疫苗中使用的LNP更傾向於向肝

臟輸送，而不是淋巴系統，二者輸送比例為4:1。

塔夫茨大學研究團隊通過他們的新LNP逆轉了這種

選擇性，使肝臟輸送與淋巴輸送的比例為1:3。

隨著更多的疫苗進入淋巴結，研究人員發現，癌癥疫苗被大約1鱷3

的樹突狀細胞和巨噬細胞吸收。這比傳統疫苗要多得多，意味著有B細

胞和T細胞，以及更有效的反應。

使用淋巴靶向疫苗治療轉移性黑色素瘤的小鼠實驗顯示出顯著的腫

瘤抑制作用，完全應答(癌癥完全消失)率為40%，並且長期沒有復發。所

有完全緩解的小鼠在後來註射轉移的腫瘤細胞時都阻止了任何新的腫瘤

形成，這表明癌癥疫苗產生了良好的免疫記憶。

研究人員表示，希望該疫苗不僅成為通用的癌癥疫苗，還能成為針

對病毒和其他病原體的更有效疫苗。

經歷了四年雙邊關系的“寒冬”，

土耳其與以色列宣布將重新互相派遣大

使，全面恢復外交關系。

“我贊揚（以色列）與土耳其恢復

全面外交關系——這是我們過去壹年來

領導的壹項重要進展，這將鼓勵以色列

與土耳其人民之間加強經濟關系、旅遊

互訪和友誼。”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在

這壹消息宣布後在社交平臺上如此寫道

，並配上了壹張他今年3月訪問土耳其

時兩國國旗並列飄揚的照片。

土耳其曾與以色列建立了幾十年的

夥伴關系，兩國在軍事、情報方面都曾

有密切合作。但在現任總統埃爾多安上

臺後，土耳其越來越多地傾向於支持巴

勒斯坦，土以關系逐漸緊張。

2010年 5月，以色列軍方以武力攔

截壹艘駛往加沙地帶的土耳其救援船，

造成10名土耳其人喪生，土耳其隨後宣

布召回駐以色列大使。2011年 9月，土

耳其抉定將土以關系降至二秘級，中止

雙方壹切軍事協議。雖然兩國關系在

2016年壹度實現正常化，但兩年後又因

美國將駐以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而再次

惡化。

2021年起，隨著以色列新政府的上

臺和土耳其尋求改善與地區國家的關系

，兩國開始逐步恢復接觸。今年3月，

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邀請，以色列總

統時隔14年再次訪問土耳其，埃爾多安

形容此次訪問是兩國關系回暖的“轉折

點”。5月至6月，土以兩國外長又實現

了互訪，這也是土耳其外長15年來首次

訪問以色列。

以議會選舉前鞏固和解進程
截至目前，雙方都尚未宣布互相派

遣大使的提名。中東政治新聞網站

Al-Monitor援引消息人士報道稱，自2021

年初以來以色列駐安卡拉代辦的外交官

艾裏特· 莉莉安可能會是以色列駐土大使

的候選人。消息人士稱，由於以色列目

前仍處於臨時政府管理下，任命大使需

要特別程序。

Al-Monitor報道稱，新任土耳其駐特

拉維夫大使可能是土耳其親政府智庫SE-

TA的前負責人烏福克· 烏魯塔斯。消息

人士認為，盡管烏魯塔斯經驗不夠豐富

，但埃爾多安傾向於任命自己親密圈子

中的人物為大使。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早些時候訪

問土耳其的赫爾佐格是土以關系總體

改善的重要力量。當然，以色列總統

在很大程度上是壹個虛職，權力有限

，但以土關系是他壹直活躍的壹個領

域。”布魯克林學院副教授、《1908

年至1914年奧斯曼帝國晚期的猶太人和

巴勒斯坦人》壹書作者路易斯· 費舍曼向

媒體分析道。

費舍曼還指出，以色列總理拉皮德

希望在11月以色列議會選舉之前鞏固以

色列與土耳其的和解進程。由於執政聯

盟破裂，以色列議會6月已宣布解散，

新壹屆議會選舉將於11月1日舉行，這

也將是以色列不到四年內舉行的第五次

議會選舉。改善並鞏固以色列與土耳其

的關系將為拉皮德在選舉中加分，也可

防止未來國內政治局勢影響帶來大的變

化。

盡管以土關系已正式破冰，但兩

國在多個議題上仍存在較大分歧——

繞不開的永遠是巴勒斯坦問題。8月17

日，土以官方宣布將正式恢復外交關

系後不久，埃爾多安與拉皮德通了電

話。據土耳其國家廣播公司（TRT）報

道，埃爾多安在電話中表示，他支持

在可持續的基礎上和尊重相互敏感問

題的基礎上發展雙方之間的合作與對

話。

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早些時候在

宣布與以色列恢復外交關系時也特別指

出，“將繼續捍衛巴勒斯坦、耶路撒冷

和加沙的權利”，重要的是在大使壹級

直接向以色列傳遞土方信息。

埃爾多安2020年在聯合國大會發表

講話時曾猛烈抨擊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對

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和“侵犯行為”

。今年8月早些時候，在以色列對加沙

地帶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

）為期三天的空襲期間，埃爾多安也譴

責了以色列，稱其“殺害巴勒斯坦兒童

是沒有借口的”。

但隨著土以雙方抉心為和解更進壹

步，圍繞分歧的討論漸漸轉向幕後。以

色列區域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尼姆邏德·

戈倫對《以色列時報》表示，“這表明

雙方有能力處理分歧，並為討論分歧建

立框架，而不會像過去幾年那洋破壞雙

邊關系。”

過去壹年來，埃爾多安壹直主動與

以色列修補關系，以色列起初對土耳其

提出了更多條件，其中包括敦促土方關

閉哈馬斯在土耳其的辦事處。今年8月

早些時候以色列襲擊傑哈德時，哈馬斯

表現出了袖手旁觀的態度，而非介入和

加居緊張局勢，分析人士認為，這背後

或許也與土耳其協調有關。

與海灣結成穩定“三角關系”
埃爾多安原本在地區問題上壹直

鋒芒畢露、逢人必懟，這也讓土耳其

遭到了周邊國家的外交孤立。但隨著

土耳其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土耳其

迫切需要外國投資，也迫切需要外交

“突圍”。

外界壹直認為，以色列通過東地中

海管道向土耳其輸送以色列產天然氣的

潛能，是兩國修復關系的主要動機。雖

然這壹方案被指可行性不高，但土耳其

與以色列的潛在能源合作或將使外國投

資者增加對土耳其市場的信心。

2020 年起，土耳其開始主動向其

“宿敵”們示好，以色列、阿聯酋、埃

及等國都在土耳其修復關系的名單上。

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土耳其與阿聯酋

領導人已經完成了互訪。不過，埃及

目前仍對安卡拉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

持持謹慎態度，以色列媒體分析認為

，以色列可以在土埃和解進程中發揮重

要作用。

與此同時，以色列也在尋求改善與

地區大國的緊張關系。同洋是在2020年

，以色列、巴林、阿聯酋和摩洛哥簽署

了《亞伯拉罕協議》，率先實現了與巴

林、阿聯酋和摩洛哥之間的關系正常化

。此外，尚未加入該協議的沙特也暗中

與以色列加強了合作。

隨著各方關系和解，未來土耳其、

以色列與海灣地區國家間也將顯現出重

要的三邊關系。“土耳其是以色列和阿

聯酋的‘亦敵亦友’（frenemy）。在政

治和外交政策上被視為溫和的國家和被

視為激進的國家之間，土耳其是壹個緩

沖，與土耳其的關系在許多方面都抉定

了地區穩定性。”以色列海法大學海灣

問題專家莫蘭· 紮加對《以色列時報》稱

，這種三角關系可能為中東地區帶來利

好。

土耳其以色列恢復外交關系
與海灣結成“三角”重塑中東穩定

星際迷航等主題婚禮在英國流行
多數受訪者不希望舉辦傳統婚禮

綜合報導 英國媒體近日發布壹個

調查結果，根據研究，主題婚禮正在

英國興起。壹項對 2000 名成年人的調

查發現，五分之二的人慘加過有主題

的婚禮。

在接受調查的未婚者中，超過83%的

人希望，必要時讓婚禮變得更有創意，

29%的人夢想有壹場“夢幻婚禮”，就

像《指環王》《權力的遊戲》或《星際

迷航》那洋。

23%的人選擇快餐主題婚禮，肯德

基、必勝客、賽百味和麥當勞占據了中心

位置，21%的人說他們在婚宴上吃過外賣

食品。

盡管主題婚禮的想法吸引了許多

人，但 79%的人實際上沒有足夠的勇

氣去完成它，而是屈服於通常的婚禮

習俗。

盡管如此，44%的人認為被邀請慘加

主題婚禮會留下美好的回憶，他們能給朋

友講的壹個有趣的故事。

這項研究是由肉類零食品牌佩佩拉

米委托進行的，該品牌的營銷總監帕

萬· 錢德拉說：“夏季是婚禮高峰期，

許多人都覺得慘加這些公式化的儀式有

點無聊。所以，壹個主題會讓這壹天更

加難忘和愉快。”

“雖然婚禮以新娘和新郎為中心，但

他們也要給客人壹個令人興奮、難忘和有

趣的婚禮體驗，與他們所愛的人分享他們

的大喜之日。”

54%的受訪者並不熱衷於慘加婚禮

。他們不願意的主要原因包括：害怕

與不認識的人交往，不期待即將到來

的漫長壹天，或者認為婚禮將會無聊

乏味。

根據調查結果，佩佩拉米在8月11日

給壹對幸運的夫婦舉辦了小吃主題婚禮。

帕萬· 錢德拉補充道：“從禮服到蛋糕，

甚至是裝飾品，壹切都受到了我們的肉類

小吃啟發。”

這項調查中，成年人最想慘加的婚禮

主題有這幾種：幻想類，如指環王、暮光

之城、愛麗絲夢遊仙境、權力的遊戲、星

際迷航等；音樂類，如搖滾、流行、迪斯

科等；迪士尼類，如灰姑娘、米老鼠、獅

子王等；還有動作英雄類，比如漫威、漫

畫、樂高角色等。

復古婚禮也受歡迎，如上世紀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復古婚禮，還有中世

紀風格、西部風格、哥特風格的婚禮

也受歡迎。

食品品牌主題、運動主題類婚禮、旅

行婚禮、動物主題婚禮等，也受這些受訪

者的歡迎。

妳的婚禮是什麼主題？妳將來想

舉行怎洋的婚禮？歡迎在評論區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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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曼德勒超過200名直播賣玉石的商人被捕
10人被判刑

綜合報導 曼德勒勃蝸監獄特別法庭，判處在曼德勒使用

國外社交軟件交易玉石的10人各壹年半監禁。被判刑的10人均

爲緬籍人士。

據了解，2021年12月20日下午，軍警安保部隊對曼德勒玉

石市場外圍2處直播基地，進行了突擊檢查。從曼德勒當地玉

石商人處得知，被突擊檢查的是瑪哈昂米鎮區43條路*44條路

，84條路上的壹個直播基地，超過200人被捕。同時，昂米達

散鎮區87條路*15條路壹個直播基地內，超過200人被捕。

據知情人士透露，被捕的人中，包括中國籍人員和緬籍人

員，其中有翡翠公司老板、主播、中介等。其中，被捕的中國

籍人員，大多已被保釋。

據悉，曼德勒玉石批發市場中，存在使用國外社交軟件進行買

賣的情況。2018年，翡翠商人發起了壹場反對運動。7000多名翡翠

商人，向聯邦議會法律草案制定委員會聯名上書，強烈希望相關部

門禁止在玉石交易市場內，用直播方式售賣翡翠。

對此，網友的態度也是有兩種極端！有人支持禁止直播，

因爲直播讓翡翠跌價；而有人則認爲，直播讓翡翠價格更透明

了！

對此，曼德勒玉石翡翠展籌備委員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回應

稱，禁止商人在展會上進行直播交易，如果有商人違反規定，

將被拉入黑名單，不允許再慘加類似的展會。

然而，這場“禁止直播賣翡翠”的運動進行沒過多久，疫

情爆發。2020年3月底，在出現疫情後，玉石交易中心被迫關

閉。2021年10月12日，在曼德勒現任市長吳卓散的指示下，瑪

哈昂米玉石交易中心恢複開放。但之後，曼德勒玉石交易市場

附近，接連發生了爆炸事件。

2021年12月底，曼德勒玉石交易市場內，上百人被捕的消

息再壹次引發震動。

曼德勒壹名玉石商人表示，相關部門禁止使用國外社交軟

件進行交易，但很多人爲了生計，只能明知故犯。疫情加上緊

張局勢，玉石商人的生計受到很大的影響，很多人手中壓了大

量的庫存，但賣不出去，資金鏈斷裂，生活難以爲繼。

日本單日新增感染者25.5萬例，已連續4周為全球最多
綜 合 報 導 據 日 本 放 送 協 會

（NHK）消息，截至當地時間18日 18

時，日本全國當天新增新冠感染者人

數再次超過 25 萬例，達到255534例，

打破了8月10日的250228例日增確診病

例最高記錄，其中，日本全國共有21個

都道府縣日增破記錄。

另外，18日當天日本新增死亡病例

287例。目前，日本已累計報告本土確診

病例16464914例，死亡病例36289例。

據消息，世界衛生

組織（WHO）的新冠疫

情統計數據顯示，8月8

日～14日的壹周期間日

本新增感染者達139.5301

萬人，連續四周居全球

首位。韓國和美國分別

以86萬和67萬緊隨其後

。日本雖比前壹周減少

7%，但疫情的嚴重程度

依然十分突出。

該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壹周感染

人數較前壹周減少 24%，由 6 月以來

的增加勢頭轉爲大幅減少。不過有很

多國家大幅縮小了檢測範圍，檢測的

絕對數量在減少。WHO認爲，疫情的

實際狀況很可能並未准確掌握，呼籲人

們保持警惕。

關于壹周死亡人數，美國以 2907

人居首，之後爲日本的 1647人和巴西

的 1495 人。全球死亡 15072 人，較前

壹周減少 6%，但包括日本在內的

WHO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轄區內則增

加了31%。

《赫芬頓郵報》日文版曾報道，京

都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等14家京都府內

接收新冠重症患者的醫療機構于15日在

各自的官網首頁顯眼處發表聯合聲明，

警告第七波新冠疫情蔓延已達“災害

級別”，醫療系統正在陷入崩饋。報

道稱，這份聲明共 4頁，背景全部爲

鮮紅色，用極強的視覺沖擊力以展示強

烈的危機感。

這些醫療機構表示，今年夏天是日

本新冠疫情發生三年來第壹個“不受出

行限制”的夏天，當下旅遊和各項活動

都已恢複如常，城市裏到處都人滿爲患

。表面上看，人們的日常生活似乎正在

恢複，但實際上背後的病毒傳播已經到

了“災難程度”。

聲明稱，京都府內爲新冠患者准備

的病床實際已達飽和狀態，現下沒有壹

家醫院能立即接收病人，整個急救醫療

系統已經到了崩饋時刻。而只要未來

新冠感染者的數量不減少，這種情況

還將進壹步惡化，“如今即便是事故

受傷、腦中風乃至心葬病等患者都很

難入院，本來可以挽救的生命也變得

無法挽救。”

聲明還稱，日本政府“不設行動

限制”不代表沒有感染的風險，人群

聚集的地方依舊有很高的感染風險。

文中著重寫道，新冠肺炎絕不是“單

純的感冒”，尤其是如今全球主要流

行的新冠BA.5變異株的感染能力非常

強，即便是輕症患者也可能出現高燒

等令人痛苦的症狀，而且還可能引發

多種後遺症，這些情況在年輕人身上

尤爲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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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渤海演練電磁對抗
瞄準未來戰場 開展戰術戰法研究

“加強干擾，釋放無人機群。”渤海
某海域，無形戰場“硝煙”四

起，一場複雜電磁環境下的紅藍對抗演練
正在進行。據央視軍事報道，演練剛一打
響，藍軍率先加大電磁干擾強度，釋放大
規模無人機群。藍軍調整電磁干擾強度
後，紅軍雷達戰位首次發現無人機群逼
近，但隨着藍軍電磁壓制，數分鐘後目標
再次消失……

“艦艏發現無人機蜂群，方位040，
立即組織副炮反擊！”對抗險象環生，紅
軍雷達再次成功捕捉“敵”目標信號，艦
指組織抗擊成功！

紅藍對抗仿真推演上百萬次
海軍西安艦代理艦長王微說：“這次

演習真正貼近強‘敵’練對抗，讓我們感
受到了未來戰場態勢，我們和這樣的藍軍
交手才過癮，才能不斷磨礪戰鬥力，藍軍
越強，才能把紅軍磨練得更強。”

演練中，這支專攻對方軟肋，讓紅軍
措手不及的藍軍，就是海軍某試驗訓練
區，也是海軍首支“電磁藍軍”部隊。央
視揭秘稱，這支“電磁藍軍”“瞄準”未
來戰場，開展戰術戰法研究，他們是檢驗
主戰艦艇電磁應對水平的“試金石”。

據報道，16年前，這支以新裝備試
驗鑒定為主的科研部隊，轉變成組織主
戰艦艇訓練的“電磁藍軍”，把戰鬥力
當作唯一標準！該試訓區從實戰出發，
打磨建設藍軍力量，既要瞄準強敵的動
態，還要跟上裝備更新換代，籌劃設計
訓練，讓紅軍猜不透摸不着，因為只有
在逼真環境中，極限條件下摔打磨練部
隊，才能確保在未來戰場上，將士們真
正具有戰鬥力。

該試訓區應用的紅藍對抗仿真推演系
統，開展了上百萬次仿真推演，制定了多
種典型應對作戰預案，在艦艇編組作戰研
究上取得重大突破。

海軍某試驗訓練區訓練所所長汪洋介
紹說：“我們綜合運用岸基的、海上的、天
上的藍軍裝備，根據任務需求，把它打造成
‘盾’、‘矛’，甚至一張張‘網’，最終
目的就是鍛造提升紅方的實戰能力。”

建成“電磁藍軍”鍛造紅軍戰力
紅藍對抗不為輸贏，訓強紅軍才是最

終目的。近年來，作為一線部隊戰鬥力“孵
化器”、電磁作戰“磨刀石”，該試訓區的
作用日益突顯，他們瞄準強敵謀打贏，着眼
構建未來海戰場，檢驗部隊在複雜電磁環境
下的裝備運用能力，推進部隊信息作戰戰法
創新，努力建成世界一流“電磁藍軍”。

海軍某試驗訓練區司令員杜剛說：
“海上網電專業藍軍的建設，實際上是構設
了一道邁入現代海上戰場的門檻，讓紅方感
受到未來戰場的嚴酷壓力，如果我們的紅軍
部隊不經過海上網電複雜環境下的錘煉，它
就進入不了未來海戰，過不了電磁關、過不
了網電關，就打不贏現代戰爭。”

專家：裝備經歷考驗 才能走向戰場
分析文章稱，國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末就開始發展專業的“電磁假想敵部隊”
或“信息對抗假想敵部隊”概念，進入21
世紀，美軍率先建立了世界上首支“電磁藍
軍”部隊。文章引述輿論分析稱，中國海軍
“電磁藍軍”部隊的曝光，說明中方電子戰
對抗的水平已經提升到世界領先水平。

知名時事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分析指出，“電磁藍軍”可以模擬干擾
各種各樣的電磁頻譜信號，來對海軍的艦艇
等相關裝備進行密集轟炸式的電子干擾和破
壞，只有裝備經歷了這些考驗，才能夠真正
走向戰場，真正具備實際的戰鬥力。

分析文章稱，“電磁藍軍”可為測試
裝備、受訓海軍部隊製造出越來越接近實
戰的氛圍，成為中國海軍在和平時期檢驗
部隊戰鬥力的重要“磨刀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近

期，中國海軍首支“電磁藍軍”部隊亮相渤海某

軍演。據央視軍事報道，在渤海某海域，解放軍

海軍相關部隊在大海深處舉行了一場複雜電磁環境下紅藍對抗演練。演練

中，藍軍對紅軍發動快速電磁突襲和電子干擾，對抗險象環生，經過系列

反擊紅軍最終成功捕捉“敵”目標信號並組織抗擊成功。央視透露，“電

磁藍軍”“瞄準”未來戰場，開展戰術戰法研究，讓解放軍可以貼近強

“敵”練對抗，他們是檢驗主戰艦艇電磁應對水平的“試金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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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0時至9月8日24時
◆在渤海局部範圍內，執行軍事任務。

8月14日16時至28日16時
◆渤海海峽、黃海北部部分海域，執行
軍事任務。

8月22日2時至16時
◆東海部分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8月23日7時至14時和18時至23時
◆珠江口，外伶仃島東部部分海域，進行軍事活
動。

8月23日至24日每天8時至20時
◆浙江舟山浪崗山附近海域，進行軍事射擊訓
練。

8月23日14時至18時
◆浙江舟山岱山附近海域，進行軍事射擊訓練。

解放軍近期部分軍演情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外交部：美駐華大使涉台表態再暴露霸權邏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22日就美國駐華大使涉台錯誤言論答記者問。
有記者問：8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接

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稱，中國在
佩洛西眾議長訪台問題上過度反應，成為台海不穩
定因素，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危機。他也提到中國外
交部副部長謝鋒在佩洛西專機抵台後召見他，雙方
進行了激烈交鋒。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美方不思悔改倒打一耙
發言人說，伯恩斯大使的有關表態顛倒黑白，

再次暴露了美方的強詞奪理和霸權邏輯。
發言人表示，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

灣前，中方在各個層級多次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反
覆強調佩洛西竄台的嚴重性、危害性，明確指出由此
造成的一切後果由美方承擔，勿謂言之不預。

發言人指出，佩洛西抵台後，謝鋒副部長第一時間
緊急召見伯恩斯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向美方提出嚴正交

涉和強烈抗議，指出美方一意孤行，必須為自己的錯誤
付出代價，必須立即糾正錯誤，採取切實措施消除佩洛
西竄台惡劣影響。然而，美方不思悔改，反而倒打一
耙。美方高級官員輪番上陣，歪曲事實，企圖推卸造成
台海局勢緊張的責任，把髒水潑到中方頭上。

美做法毫無底線極不負責
發言人說，8月8日晚，謝鋒副部長再次召見伯

恩斯大使，就美方對中方反制佩洛西竄台大放厥詞
提出嚴正交涉。“我們指出，挑起危機的是美方，
不是中方；改變台海現狀的是美方，不是中方；破
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是美方，不是中方；在全世界特
別是在亞太耀武揚威的是美方，不是中方；揮舞制
裁大棒、霸凌全世界的是美方，不是中方；破壞中
美關係政治基礎、毫無溝通誠意的是美方，不是中
方；破壞中美合作的是美方，不是中方。”

中方強調，明明是美方挑釁在先，把一場本可
避免的危機強加給中國人民，卻栽贓中方挑起危

機；明明是美方不斷“切香腸”、越紅線，破壞一
中原則，破壞台海現狀，卻詆毀中方改變現狀；明
明是美方在中國家門口大搞“炮艦外交”，卻對中
方正當合法、專業透明的軍事演訓污名化妖魔化；
明明是美方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卻將挑釁和升級緊
張局勢的髒水潑到中方身上；明明是美方肆意侵犯
中方主權和領土完整，踐踏中方底線，卻污衊中方
反應過度、製造危機。美方做法毫無底線！不是中
國不負責任，而是佩洛西極不負責任，美國政府極
不負責任。

“我願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任何國家、任何勢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國
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
力。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回到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的正確道路上來，
停止一切損害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發言人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
部網站22日消息，美國印第安
納州州長霍爾科姆正竄訪中國台
灣地區。對此，外交部發言人
22日在答記者問時指出，中方
一貫堅決反對美以任何形式、任
何名義與台開展官方交往，已就
印第安納州州長霍爾科姆竄台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外交部發言人強調，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
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
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中方一貫
堅決反對美以任何形式、任何名
義與台開展官方交往，已就印第
安納州州長霍爾科姆竄台向美方
提出嚴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有關
方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與台一切
形式官方往來。

中
方
就
美
一
州
長
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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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嚴
正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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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運用岸基的、海上的、天上的藍軍裝備，根
據任務需求，把它打造成“盾”、“矛”，甚至一
張張“網”，最終目的就是鍛造提升紅方的實戰能
力。 視頻截圖

◆“艦艏發現無人機蜂群，方位040，立即組織副
炮反擊！”對抗險象環生，紅軍雷達再次成功捕
捉“敵”目標信號，艦指組織抗擊成功！

視頻截圖

◆“電磁藍軍”“瞄準”未來戰場，開展戰術戰法研究，讓解放軍可以貼近強“敵”練對抗，他們是檢驗主
戰艦艇電磁應對水平的“試金石”。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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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5加速蔓延 確診數字拾級上
新增個案6617宗“清蘭之家”累計9人中招

香港22日新增6,617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當中6,380宗為本地病例，為疫

情反彈以來單日最多。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指出，疫情升溫有加快趨勢，上周起

每日確診個案拾級而上，相信是傳染力

更強的Omicron變異病毒株BA.5加快蔓

延有關，加上學校放暑假，市民在社區

活動有所增加，估計數周內BA.5個案佔

比將超過整體個案一半以上。另外，疫

情反彈下再有安老院出現染疫群組，柴

灣扶康會清蘭之家1名護理員及8名院友

確診，而早前爆疫的青和居護老院再多

14宗個案，累計31人受感染，防護中心

呼籲院舍員工加密核酸檢測，減少院舍

傳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2日疫情

院舍疫情
◆7間安老院舍出現確診個案，涉及9名院友；另有6間殘疾院舍出現確診個案，涉及12名院友
和2名員工。合共100名院友及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柴灣扶康會清蘭之家爆疫，累計有8名院友及1名員工確診
◆青衣青和居護老院，再多9名院友及5名職員確診，目前累計有21名院友及10名員工確診

學校疫情
◆83間學校呈報160宗陽性個案，包括127名學生及33名教職員，以下班別需停課一星期：
●柴灣蒙特梭利國際幼稚園K1組至K3組
●東區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K1A1班 ●深水埗協康會富昌中心“荷蘭房”
●屯門宏廣國際幼稚園K2A班 ●大埔香港教育大學幼兒發展中心（幼稚園部）幼嬰班
●灣仔聖保祿幼稚園N4B班 ●九龍城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Hong Kong7RENR班

新變異病毒
◆懷疑帶有BA.5病毒的個案佔新增個案34.1%；懷疑BA.2.12.1個案8.8%

醫管局概況
◆現有2,100名確診者留醫，當中297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8人危殆，合共48人危殆，當中11人於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7人嚴重，合共35人
嚴重
◆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男病房一名85歲病人19日確診，院方調查再發現3名病人
和4名員工確診，累計8人染疫

◆亞博館社區治療中心22日傍晚啟動，醫管局調動100名醫護入駐，
啟動200張隔離病床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病例：6,380宗
•輸入個案：237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5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397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6,617宗

��(���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22日在
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本地確診個案已連續4

天每日超過6,000宗，疫情重拾升勢，尤其過去一
周上升速度突然加快，之前每兩星期新增個案由
破五千、擴大至破六千，上周起再拾級而上，相
信是BA.5變異病毒株在社區蔓延速度加快有關，
而香港至 21 日的 BA.4 或 BA.5 個案佔比已達
34.1%，當中絕大多數屬BA.5病毒株，若升勢持
續，未來數周或有超過一半個案皆為BA.5。

他指出現時疫情高發，顯示社區存在很多
傳播鏈，呼籲市民遵守防疫規定，外出戴保護
性較強的口罩，到人多地方時戴更貼面的口
罩，以及盡快打齊三針疫苗，減低重症及死亡
風險。而22日新增5名患者離世，介乎63歲至
92歲，當中一人未有接種疫苗，有兩人則只打
了兩針。

“青和居”多14人染疫
另外，同日再多7間安老院舍出現確診個案，

涉及9名院友，另有6間殘疾人士院舍12名院友和
2名員工染疫，合共有100名院友和員工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當中柴灣扶康會清蘭之家出現群組個
案，累計8名院友及1名員工確診。他表示該院舍
有50名院友和38名員工，分布兩層，率先發病的
是3樓一名護理員，他已打三針，本月16日開始
流鼻水，但至本月18日每日上班前快測仍呈陰
性，同日值夜班，本月19日進行定期核酸檢測才
發現確診，CT值13，即病毒量高。

防護中心為該院舍全院進行核酸檢測，陸續
發現3樓8名院友確診，故已安排同層其他16名檢
測陰性的院友隔離檢疫。早前爆疫的新界青衣青
和居護老院，則再多9名院友及5名職員確診，累
計已有21名院友及10名員工確診。

歐家榮指出，社區有眾多個案，相信院舍員
工在社區被感染後將病毒帶進院內，一些殘疾人
士院舍的院友也外出社區工作或出入社區，也帶
來感染風險。社署要求院舍員工每天上班前快
測，每周一次核酸檢測，惟快測靈敏度較低，有
可能出現員工染疫初期快測呈陰性，從而將病毒
帶進院舍，故呼籲院舍員工一周多做一兩次核酸
檢測，染疫亦能盡快發現，阻止病毒傳播。

院舍重症少 料多院友已打兩針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則認為，目前院

舍疫情並不嚴重，大多數屬零星散發及為“復
陽”個案，很少重症，相信由於超過九成院友已
接種兩針疫苗有關。雖然院友第三針接種率只有
五成多，是因為大部分院友二三月已受感染，還
未到時間打第三針。她認同，員工若出現病徵，
應立即停止上班及接受核酸檢測，但每周一次核
酸檢測已足夠：“畢竟社區那麼多個案，核酸檢
測要時間出結果，天天做也會走漏個案進入院
舍，作用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感染新冠病毒人
數持續上升，22日要留醫患者已突破2,000大關，
有2,100人留醫，逾九成是60歲以上長者，而兒
童患者增至135人，兒科隔離病床使用率由50%
增至70%。香港醫院管理局因應患者數目增加，
22日傍晚重開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提供200張
隔離病床，100名醫護和專職人員已入駐，若單日
入院人數持續約300宗，將啟動第三階段病床及人
手安排，收治確診病人的隔離病床將增至5,000
張。

接收病情穩定者 紓公院壓力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

務）李立業22日在疫情簡報會表示，現時需入院
治療的確診者愈來愈多，當日新增297名病人留
醫，不少病人需要氧氣及呼吸機協助，對醫院構
成壓力，各間醫院均要調動更多病床照顧患者。
醫管局因此重啟亞博館治療中心以接收病情穩定
病人，包括沒有家人照顧的確診長者、現於竹篙
灣檢疫中心隔離但因自身病情需要醫療護理的病

人，以及公立醫院病情較為穩定的確診病人，以
騰出公立醫院病床予更緊急的確診者。
李立業說，這次行動屬醫管局第二階段應對

方案，會因應疫情將約1,200張隔離病床逐步增加
至2,500張，若單日入院人數持續約300宗及進一
步上升，就要進入第三階段病床調動計劃，進一
步將隔離病床增至5,000張。

兒童入院增 加兒科床供應
他早上出席電台節目時則表示，入院確診病

者除由本月初250人增至近日約300人外，危殆個
案亦由20多宗增至43宗。要留醫的11歲以下兒童
人數，亦由兩周前的60人上升至現時的135人，
兒科隔離病床使用率由五成增至七成，醫管局會
增加兒科病床供應，病情穩定的確診兒童，會安
排入住北大嶼山醫院，加上遙距診症服務，相信
能在短時間提升應對能力。
他預計隨着BA.5病毒株佔比增加，確診及入

院數字仍會上升，經過今年第五波疫情高峰期經
驗，醫管局已設立高層次緊急應變中心，協調各

聯網病床調動，能在72小時根據早前設立的實名
制名單迅速調動人手，增加足夠隔離病床，“如
果啟動第三階段病床調動，當然會影響其他病人
服務，尤其是非緊急服務，但現很難預計影響多
少比例的服務，醫管局會盡量降低對其他病人的
影響。”

亞博治療中心重開 百醫護已入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疫情反
彈，惟仍有巿民未有遵守隔離或檢測規定。香港
衞生署22日指出，截至20日，約260人因違反隔
離或檢疫相關規例遭法庭定罪，被判即時監禁最
多4個月，或罰款最高1.5萬元（港元，下同）不
等，另有超過600宗懷疑違反相關法例的個案正在
調查或跟進中。
此外，衞生署發現部分人違反強檢公告，截

至20日署方共發出逾2.5萬張強制檢測令，並發出
7,0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衞生署發言人指出，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以來，特區政府已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五百九十九章）訂立一系列規例。另外，上
月15日起進行居家隔離的確診者必須佩戴電子手
環，確保他們不離開其居所範圍，從而進一步減
低社區傳播機會。

衞生署跟進600宗疑違例個案
確診者若在居家隔離期間離開其居家範圍、

不遵從安排戴上電子手環、剪斷電子手環，或刪
除“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均會視作違反隔
離令，屬刑事罪行，最高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
月，而衞生署現時正調查及跟進的600宗懷疑違例
個案，當中便包括超過140宗與佩戴電子手環相關

的懷疑違反隔離令個案。
發言人指出，260名違反相關規例者被法庭定

罪判監或罰款，給予社會非常清晰的信息，相關
違規行為屬刑事罪行，政府絕對不會容忍。衞生
署定會嚴肅跟進，並根據調查結果和證據考慮作
出檢控。
另外，特區政府亦呼籲市民遵從強制檢測指

示及強制檢測公告進行檢測，任何人如未有遵從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2.5萬元及監
禁6個月，而定額罰款則為1萬元。
有關人等並可能會收到強制檢測令，要求在

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可處罰
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截至20日，衞生署處理的
強制檢測令超過2.5萬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超過
7,000張。

260人違隔離檢疫令判監罰款

◆東區的扶康會清蘭之家共有8名院友及1名職員
染疫。圖為扶康會清蘭之家所在的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高級職員宿舍F座。 中新社

◆青衣青和居護老院，再多9名院友及5名職員確診，目前累計有21名
院友及10名員工確診。圖為早前身穿防護衣的工作人員撤離青和居護老院的
長者。 資料圖片

◆醫院管理局因應患者數目增加，22日傍晚重開
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圖為治療中心病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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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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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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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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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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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2323日邀請日邀請 台資企業代表台資企業代表、、媒體與警局副局長茶敍媒體與警局副局長茶敍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新來的法務秘書王茜新來的法務秘書王茜（（立者立者 ））講話講話。。

長榮航空機場主任張晏榮對於機票詐騙案做說明長榮航空機場主任張晏榮對於機票詐騙案做說明。。

羅復之處長首先在會議上發言羅復之處長首先在會議上發言，，說明召開此會議的目的說明召開此會議的目的。。

教育組楊淑雅組長教育組楊淑雅組長（（左左））在會上介紹經文處專門印製的預防在會上介紹經文處專門印製的預防
電信詐欺的卡片電信詐欺的卡片。。

合作金庫休士頓分行線經理王文清合作金庫休士頓分行線經理王文清（（左立者左立者 ））就銀行對於詐就銀行對於詐
騙案例匯款的最後之把關騙案例匯款的最後之把關。。 警察局警察局Alvaro GuzmanAlvaro Guzman 警官警官（（右立者右立者））發言發言。。

第一商業銀行經理吳炳輝談銀行對詐騙案例的最後之把關第一商業銀行經理吳炳輝談銀行對詐騙案例的最後之把關。。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立者左立者 ））在會上介紹警察局副局長冼就斌在會上介紹警察局副局長冼就斌
（（Ben T Tien ) (Ben T Tien ) ( 右立者右立者）。）。

羅復之處長首先在會議上發言羅復之處長首先在會議上發言，，說明召開此會議的目的說明召開此會議的目的。。

AA88
星期日       2022年8月28日       Sunday, August 28, 2022

休城畫頁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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