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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報業美南報業《《 春之聲春之聲 》》第第 27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屆農曆新年園遊會11 月月 2828 日舉辦日舉辦
（本報訊）三年疫情之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再次煥發
一新，並將于2023 年 1 月 28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大樓前舉辦迎新春活动。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農曆
新年園遊會從當初的 「剪不斷的鄉愁」到今天的多
族裔多元文化的平臺，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
集團一個精心打造的品牌，其艱辛和成功令人回首
感慨。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屆 「中國
新年園遊會」，適逢天公不作美，當日遭遇大寒，
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會人員忍耐凜冽寒風，揭開
了美南新聞歷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的序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潘婉芬
女士與美南新聞協商關於聯合創辦 「中國新年園遊

會」事宜。美南新聞欣然應允。在何明通博士，石
增琨校長的加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工團應運而生
，美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大規
模的宣傳活動。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都在休士頓西南
區的夏普城商場（Sharp-stown）舉辦。活動舉辦
的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羣當中，不少人是為了到
此尋求熟悉的鄉音，品嘗久違的家鄉美味，欣賞和
重溫中華文化的魅力，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的
場面，濃濃的鄉情四溢。當年客家會的盆景園藝，
黃立源的當眾舂糯米，還有 「味全大東」的燒烤鍋
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此外，體現中國傳統文化
的精美工藝品，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的喜
愛。

2001年，隨著美南報業集團的快速發展，公司

也遷入位於百利大道的美南報業大樓新址，為園遊
會的舉辦提供了更加寬廣便利的場所，其規模也不
斷擴大，來賓和參加活動的人當中，美國人的面孔
越來越多。同時在小巨人姚明的"明星效應"下，美
南新聞邀請到休士頓火箭隊啦啦隊，休士頓Dyna-
mo足球隊的啦啦隊也同臺出場，美國各大銀行、
商業機構，政府團體，健康醫療機構都成為歷屆園
遊會的固定常客，由於歷年活動都是人潮鼎沸，許
多在奧斯汀聖安東尼奧的居民也慕名軀車而至，也
令與會的攤位業主收入頗豐。

近年來 「中國新年園遊會」已突破早期以亞裔
為主體喜慶農曆新年的社區活動範圍，多元化族裔
的加入，也吸引了主流社會的眼光，並獲得了肯定
和支持。

從國會議員，州議員、休士頓巿巿長都成為中

國新年園遊會的受邀賓客。
同時，隨著休士頓國際貿易區的批准成立，每

年一屆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又成為宣傳國際貿易
區的重要窗口，園遊會的宗旨和主題也得以提升，
即多元化社區及族羣共襄盛舉，帶動商貿交流，為
各個族裔帶來共同發展的未來美景。

如今的美南新年園遊會，已經打造成為美南報
業集團一個耀眼的文化品牌，也是多族裔商業的理
想平臺。今年，美南新聞在 2023 年大年初一舉辦
第 27 屆遊園會，當天有各種美食攤位，四個多小
時的節目演出，正場活動將會透過 15.3 臺、You-
Tube、iTalkBB 等平臺呈現給觀衆，成為向全美乃
至世界展示的重要窗口。

目前有攤位供商家及個人預定。預定電話：
281-498-4310，聯繫人 Jen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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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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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ccasion of the Year of Rabbit, I remembered my early life
and the relations and love of my parents and family.

After overcoming countless challenges in my life today, I walked
through our grounds which are now being established as a global media,
trade and financial center to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

Remembering my early college time, I was only 19 years old when I
was so lucky to join a radio station in Taipei. The little guy went to the
big media giant. How could I not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the news
business?! I came to the office early and left late to do whatever I could
do to be a good editor. It is this hard-working ethic that has helped me
to grow up and thrive.

Due to my heavy schedule, I was always the last one who came
home on Lunar New Year's eve to taste mom’s home cooking. The
hometown voice and the love of my parents are always branded in my
heart.

It is now the warm spring year of the rabbit. I can no longer again
taste mom’s cooking. When I look out the window with the spring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front yard, I remember my dear parents. This
feeling of gratitude will last forever. 0101//2020//20232023

It Is A Moment Of GratitudeIt Is A Moment Of Gratitude

兔年來臨之際，又回憶起早
年生活之點滴和父母家人賜予之
關懐及愛心，雖然面對生命中無
數次之挑戰，我仍然努力面對，
這股力量來自他們的關心叮嚀和
呵護，今天我們能站在美南新聞
廣塲上，経過數十寒暑艰苦歲月
，終於把媒體、金融及國際網路
共同建立在這塊土地上……..

那年夏天，我年僅十九歲，
加入了台北中國廣播公司之大行
列，這份微薄之助理編輯工作卻
改變了我的人生，小人物進了大
單位，豈能不抓住機會鞭策學習
，做為一名稱職之小編輯，我總
是早來晚走，不斷研讀新聞通訊
社之英文稿，總希望以最快最好
之速度把譯稿交給主編，希望得
到青睞。不久之後我既然被交付
每晚書寫十五分鐘之新聞摘要，

這個任務使我建立了在新聞部之
地位，在此同時，只要同事有求
，我一定自告奮勇代班相助，也
常常在春節年假獨守辦公室，我
從不覺委屈和抱怨。如今回想，
是這段刻骨銘心的閱歷，使我成
長茁壯。

由于早晚工作之繁重，我總
是最後一位回家趕路，坐上年卅
除夕的家庭年夜飯桌上，難忘的
母親家鄉菜全家圍爐在熱騰騰的
什錦火鍋旁，此情此境已成追憶
，父母親之鄉音和慈愛確永烙心
頭。

又是兔年春暖時刻之來臨，
我們已経無法品嘗家鄉之佳餚聽
到父母之郷音，倚在窗前，乍見
落星橫掃天空，迎春花在前院綻
放，這份感恩這份感激將是永恆
長久。

歲末迎新是感恩時刻歲末迎新是感恩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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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三連降人口三連降，，國家消失並非危言聳聽國家消失並非危言聳聽
（綜合報導）韓國官方近日公佈數據，截至去年最後一天，該國戶籍登記居民人口

5143.9038萬人，同比減少0.39%，已經是三年連降。單人戶的增勢持續，在整體家庭中佔比
41%，逼近千萬戶，而三口之家和四口之家的比重持續減少。從性別來看，韓國女性人口已經
連續2年減少，男性連續4年減少。
韓國人會最先滅絕？這話不是危言聳聽

如今，世界人口已經突破80億，但是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人們的生育意願卻是越來越弱。韓
國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生育率曲線簡直就是俯衝式下降。曾有說法稱，韓國將是“第一個因
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按照如今的數據以及趨勢來看，這種說法或許並不是危言
聳聽。

縱觀歷史，韓國的生育高峰期是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的10年。這段生育熱潮延續到了上世紀
70年代初，當時的新生兒人數一度超過每年100萬人。但之後的一段時間，隨著韓國經濟起飛
，生育率卻呈相反趨勢迅速下降，2001年時已經進入超低生育陷阱，2021年總和生育率降至
0.81，到達全球墊底的位置。
韓國年輕人遭受的壓力，成了最強效“避孕藥”

最新數據中，從2022年韓國單人戶比重的上升，以及三四口家庭比重的減少可以看出，韓國
年輕人的結婚生育意願正在降低。為何韓國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韓國年輕人的壓力大，降低了他們的生育熱情，壓力成了效力最強的“避孕藥”。具
體來說，對於韓國年輕人來說，有“兩高”的情況存在。第一個，就是高生養預期成本。不少
韓國人稱，房價高是他們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的最大原因之一。而另一高，則是贍養老人支
出高。

韓國還不像日本，在泡沫經濟崩壞之前達到過很高的發達程度，因此老年人的經濟保障更差
，相對來說更加貧困，對子女的依賴程度也更強。一旦子女供養減少，這些老人可能就將面臨無人養、無人依的局面。韓國國土面積有限，大部分經濟活動都集中在大城市周圍，找個生活成本低的
“十八線縣城”去生活，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這“兩高”，很難逃避。

因此韓國的年輕人比日本年輕人的壓力要大，又得養自己，又得養老人，自然會擠壓年輕人生養孩子的期望空間。
第二，激烈競爭的韓國工作環境，也讓年輕人不敢生育。尤其是這場疫情對韓國就業帶來的影響，2020年5月韓國的就業人數已經減少超過39萬人，失業者和失業率均達到1999年以來的最高

水平。到了去年，韓國經濟更是遭遇寒潮，就業市場也遭到打擊，這對未來幾年韓國的結婚比例、生育比例來說，必然也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越來越多的韓國職業女性傾向於晚婚甚至不婚。這一點與韓國根深蒂固的歧視女性有關。許多女性擔心自己結婚生子之後，會在職場遭受不平等的對待。有數據顯示，超過4成的韓國女

性稱，自己曾因為懷孕、生產或者育兒辭職，而男性中這一比例僅為0.4%。且從2019年韓國男女的收入對比來看，女性全年收入較男性低了超過32%。
韓國砸錢提升生育率，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站 在“人口懸崖”邊緣的韓國一直在思考出路。從政策方面看，韓國政府主要的思路就是通過經濟補貼來刺激年輕人的結婚、生育慾望。

從2006年至2020年，韓國政府共計投入了22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3萬億，針對多子女家庭，韓國政府還提供了更多專用公租房房源，以解決其住房問題。後來韓國相關部門又公佈將增加
育兒假和津貼。可是這種撒錢的行為，也就僅僅停留在撒錢這個階段，生育率不升反而繼續下降。為何韓
國政府推行的政策，效果並不好呢？

有很多韓國網友指出，政府給的補貼也只是提供了生育假期間相同的月薪，這些錢對於以後養娃的支
出，以及因生育帶來的損失來說，只是九牛一毛。但考慮到政府的財政負擔，他們也很難再指望政府能為
他們提供更大手筆的激勵措施。

而在女性受職場歧視的問題上，雖然韓國政府要求企業公開男女員工在就業、晉升、工資方面的待遇
等信息。但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發表的報告卻讓人摸不著頭腦，該報告稱韓國結婚率低是因為年輕人，尤
其是高學歷、高收入女性熱衷於“提升自我價值”。以此為由向企業提出建議，對這些“不必要的自我投
資”給出更加不利的僱用條件，例如給出國留學研修的女性低薪，迫使此後的女性放棄出國，早日結婚生
子。你不結婚不生孩子，我就降薪逼你，這無疑是對職場女性歧視問題的加碼行為。

不解決結構性問題，卻想去解決努力自尋出路的人，可以說這也折射出濃濃的財閥當國氣息，勞動者
只是韭菜和工具。
韓國人口危機是一場潛在海嘯，一旦爆發難以逆轉

都說“人口是國家的命運”，韓國人口持續減少對於經濟來講，是一場潛在的“海嘯”，由此帶來的
連鎖反應包括勞動力數量降低等。男性的連續減少，也會對韓國的服兵役制度造成影響，造成武裝部隊人
員短缺問題。目前韓國軍方為應對人口懸崖，已經在主動減少軍隊人數，尋求改變作戰方式。

由於韓國人口首都圈集中性很高，所以目前年輕人對此問題的直觀感受沒有那麼強烈，但一旦問題浮
出水面，給韓國帶來的就將會是長時間的、且很難逆轉的頭疼問題。韓國本身人口總量並不算大，經濟方
面的增長潛力也有上限，國土和資源都有限，因此沒有那麼多輾轉騰挪的空間，它也不是一個像美國那樣
可以通過移民來充實人口的國家。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韓國的人口減少，恐怕不會有什麼很好的解決
辦法。當然，“因為人口減少而消失”也只是個誇張的說法，但嘗試在低增長的新人口常態下，提高發展
質量，讓本國的競爭力能盡量保持或者萎縮得少一點，或許是更為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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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加入北約進程再受阻
瑞典首相稱無法接受土耳其的要求

瑞典首相克裏斯特松在瑞典賽倫與到訪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就瑞典加入北約進程舉行會談。瑞典政府表示無法接受土耳其提出的加

入北約的條件。

瑞典首相稱無法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要求
8日，瑞典首相克裏斯特松在會議上表示，土耳其想要的東西，瑞

典不能也不想給。例如土耳其希望從瑞典引渡具體某個人，這違反了瑞

典法律和國際公約。

同樣參加本次會議的芬蘭外長哈維斯托在瑞典首相克裏斯特松發

言後表示，芬蘭不會獨自加入北約，而是將等待和瑞典壹起。哈維斯托

稱，瑞典和芬蘭共同組成了壹個軍事戰略整體，在沒有瑞典的情況下加

入北約不符合芬蘭的利益。

土外長稱瑞典距滿足土方條件仍有不小距離
瑞典和芬蘭2022年5月申請加入北約，但遭到土耳其的反對。按照

規程，北約必須在30個成員國“壹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納新成員。經

過多輪談判，土耳其、瑞典、芬蘭2022年6月底簽署備忘錄，確認土耳

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瑞典和芬蘭將不支持庫爾德工人黨、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以及“居倫運動”，並同意解除向

土耳其出口國防設備的限制。2022年年底，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表示

，瑞典距離滿足土耳其提出的加入北約的條件仍有不小的距離，其入約

進程才剛剛開始。

中國科學家發現1.2億年前
長著恐龍頭骨的鳥類新屬種種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

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獲悉，該所研究人員

在1.2億年前的早白堊熱河生物群，發現

了鳥類新屬種——朱氏克拉通鷙。這壹發

現增加了基幹鳥類物種和形態的多樣性。

相關研究成果在線發表於《自然· 生態與

進化》雜誌。

“我們將新發現的鳥類命名為朱氏克

拉通鷙。鷙，意指兇猛的鳥，取自屈原的

《離騷》——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

然；屬名克拉通，取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基礎科學中心項目‘克拉通破壞與陸地生

物演化’。種名獻給了朱日祥院士，他的

團隊在華北克拉通破壞的機理問題方面開

展了大量重要研究。”論文共同第壹作者

兼通訊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員王敏

說。

中生代，恐龍的壹支演化成鳥類，飛

向了藍天。由反鳥類與今鳥型構成的鳥胸

類是這壹演化階段的主要類群，它已經演

化出大量與現生鳥類相似的形態特征。然

而，其與最原始的鳥類——始祖鳥在形態

上卻存在著巨大差異。

“基幹鳥類的演化位置處於始祖鳥和

鳥胸類之間，它可以為填補兩者之間的演

化鴻溝提供重要信息。但由於發現的化石

數量較少，目前對基幹鳥類早期演化的認

識還很有限。”王敏介紹。

研究結果顯示，克拉通鷙與獸腳類恐龍

在頭骨形態上相差無幾。它保留了原始主

龍類雙顳孔的結構，即上、下顳孔獨立於

眼眶且相互分離，翼骨具有膨大的方骨支

，犁骨粗大。

這些原始的特征都說明克拉通鷙並未

演化出現生多數鳥類具有的頭骨可動性，

即上頜獨立於腦顱和下頜發生運動。與之

相對，克拉通鷙的頭後骨骼卻已經具有大

量鳥類的進步特征，例如骨化的胸骨、加

長的前肢、縮短的尾骨、對握的腳爪等，

說明了頭骨和身體的模塊化演化，頭骨特

別是顳區和腭區在演化上比較保守。

與此同時，克拉通鷙最為特殊的是具

有異常長的肩胛骨和第壹蹠骨。研究人員

發現，肩胛骨在獸腳類恐龍中比在鳥類中

更易發生長度的改變，其在克拉通鷙中的

獨立加長有可能是適應飛行的壹種嘗試；

而第壹蹠骨的異常增長有可能與克拉通鷙

類似猛禽壹樣的生態習性有關。

王敏表示，這項研究表明克拉通鷙的

頭骨不同部位之間、頭骨與身體之間在演

化上是不同步的，也就是鑲嵌演化。而克

拉通鷙的肩胛骨和第壹蹠骨的特殊形態，

也體現了在個體發育、自然選擇和生態功

能機會的動態作用下，壹些看似演化相對

保守的骨骼“擺脫了限制”而發生演化變

化的現象。

加拿大再曝少女襲擊路人案件
綜合報導 上個月，加拿大

最大城市多倫多8名少女圍攻

致死壹名男子，引發社會震驚

。警方本月11日披露，就在案

發前數小時，該市另有多人也

遭到類似襲擊，所幸沒有人喪

命，作案者是8至10名少女。

據美聯社報道，由於這壹

系列襲擊案件的嫌疑人未成年

，警方根據法律不予公開她們

的姓名。警方也沒有向公眾證

實，上述命案和傷人案是否由

同壹群少女所為。

警方在壹份聲明中說，上

月17日 22時至 24時期間，多

倫多市中心5座地鐵站發生少

女圍攻傷人事件。初步

調查顯示，8至 10名少

女隨機襲擊路人。警方

正向公眾征集更多線索

，並呼籲遇襲者主動報

案。

上月那起命案的 8

名嫌疑人包括3名13歲

少女、3名14歲少女和2

名16歲少女。她們通過社交媒

體結識，上月17日夜間聚在壹

起有過爭吵，次日早晨在市中

心壹座地鐵站附近圍攻壹名

59 歲男子，似乎試圖從他手

中搶走壹瓶酒。男子後來被

送醫，經搶救無效後身亡。

警方沒有披露她們用了什麼

武器，而媒體報道使用“捅、

刺”等字眼。

這8名少女被控二級謀殺

罪，警方稱她們“同等程度

地參與行兇”。其中 3 名少

女先前惹過麻煩，與警方打過

交道。

多倫多警官特裏· 布朗說

，當警方在命案發生後聯系

到少女的家長時，“那些家

長對孩子卷入這種事情備感

震驚”。

布朗說，多倫多以前發生

過不良少年聚集襲擊路人事件

，他們往往順手偷竊馬丁靴、

喬丹鞋等物品。不過，這類襲

擊行為近年已不多見，並且鮮

少聽聞有少女作案的情形。

渥太華大學犯罪學家邁克

爾· 肯帕認為，這些少女走上犯

罪道路，可能關聯多方面因素

，例如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反社

會言論、各類博眼球的虛假消

息泛濫等。他還提及，新冠疫

情期間家長濫用藥品，給子女

的成長帶來負面影響。

秘魯檢方宣布對總統
及內閣成員展開調查

綜合報導 秘魯國家檢察官辦公室宣布，已就去年12月初以來的暴

力活動，對總統迪娜· 博盧阿特及內閣成員展開調查。

路透社報道顯示，秘魯國家檢察官辦公室表示，正在對總統迪娜·

博盧阿特、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阿爾韋托· 奧塔羅拉、國防部長豪爾赫·

查韋斯· 克雷斯塔和內政部長維克托· 羅哈斯(Victor Rojas)展開調查，罪

名為“種族滅絕”“謀殺罪”和“重傷罪”。檢方還將調查前總理佩德

羅· 安古洛和前內政部長塞薩爾· 塞萬提斯對抗議事件的處理情況，兩人

曾在博盧阿特手下任職幾周。總統和部長辦公室未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秘魯南部普諾省9日有17名平民被殺，這是前總統卡斯蒂略去年12

月遭逮捕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壹天。10日沖突繼續，壹名警察在汽車被

燒毀後死亡。

人權組織指責當局對抗議者使用槍支，並從直升機上投擲煙霧彈。

軍方則稱，抗議者使用了武器和自制炸藥。

據半島電視臺報道，10日當天，秘魯總理奧塔羅拉宣布在普諾省實

施為期3天的宵禁，時間為當天20時至次日4時。普諾省的抗議者是前

總統卡斯蒂略的堅定支持者，並對博盧阿特接任總統感到憤怒。

去年12月7日，秘魯時任總統卡斯蒂略遭國會彈劾解職，時任副總

統博盧阿特繼而宣誓就任總統。秘魯多地爆發抗議，示威者要求解散國

會、提前舉行大選。博盧阿特政府隨後宣布秘魯進入為期30天的緊急狀

態。去年12月初以來，沖突已造成至少4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英國日本將簽署“英日同盟”以來最重磅防務協議

兩國可以相互駐軍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在其網站上宣布

，首相蘇納克將會在當天同日本首相簽

署壹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防務協議，允

許兩國在接下來的壹個多世紀裏將軍隊

駐紮在對方國家的領土上。

英國政府將該協議稱之為“1902年

以來英國和日本之間最重要的防務協

議”。在那壹年，英國為遏制沙皇俄國

的擴張，同日本簽訂了同盟條約，史稱

“英日同盟”。

英日防務協議將在幾周內提交給兩

國國會。英國政府在其公告中稱，協議

將大大加快兩國的防務和安全合作，使

英國和日本能夠在對方國土部署部隊。

它還將鞏固英國對印度—太平洋地區安

全的承諾，使兩國軍隊能夠規劃和開展

更大規模、更復雜的軍事演習。

英日兩國近期展開高頻互動。除了

防務協議，兩國在上月啟動了壹項數字

夥伴項目，以加強英日在運維彈性、網

絡安全和半導體領域的合作；另外在幾

周前，兩國還和意大利壹道，宣布將共

同研發下壹代戰機。

英國政府稱，所有三項協定都體現

並強化了了英國會確保印太平洋地區安

全與穩定的堅定承諾，並體現了英國和

日本之間友誼的深度。英首相蘇納克稱

，這壹互惠準入協議對兩國都具有重大

意義——它鞏固了兩國對印度—太平洋

地區的承諾，鞏固了兩國維護經濟安全

、加快國防合作、推動創新、創造高技

能就業機會的共同努力。

蘇納克宣稱，英日兩國對世界有

共同的看法，對面臨的威脅和挑戰有

共同的理解，並有著共同的雄心。他

們要利用兩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為全球

造福，確保兩國在未來幾代的時間裏

繁榮昌盛。

他強調：“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

世界裏，在全球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

戰時，民主社會繼續肩並肩地站在壹起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雖然被拿來同該協定做比較的《英

日同盟條約》針對的是沙皇俄國，雖然

俄烏沖突在兩國接下來的議程中仍占據

重要地位，但無論是法新社還是《金融

時報》都認為，新的防務協定針對的是

中國。

《金融時報》稱，盡管俄烏沖突迫

使英國政府重新評估其全球戰略，但協

定是英國尋求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參與

度以對抗中國影響的結果。

法新社也表示，該協議是英國在亞

太地區日益增長的興趣的最新跡象，也

是日本努力加強其聯盟以應對中國挑戰

的最新跡象。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

雷厄姆（Euan Graham）認為，兩國在雙

邊防務關系方面向前邁了相當大的壹步

。它將使壹方更容易“帶著壹艘驅逐艦

訪問妳的海岸警衛隊，或帶著壹支陸軍

，或壹支皇家海軍陸戰隊，同日本的兩

棲部隊壹起訓練”。簡單講，協定為兩

國在彼此領土上部署軍隊進行訓練和其

他行動創造了法律基礎，未來這種合作

會更加“常態化”。

在此之前，日本已經同澳大利亞簽

署了類似協議。法新社表示，日本在上

個月將中國列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略

挑戰”；英國首相蘇納克則在去年11月

就表示，中國對英國的價值觀和利益構

成了“系統性挑戰”。

除了防務協議，英日兩國接下來還

要商討兩國貿易問題，包括英國加入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

(CPTPP)的事宜；另外，由於日本將擔任

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英日領導人還會

就兩國支持、援助烏克蘭的相關事項展

開討論。

1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

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預計今日

英國和日本將簽署壹項防務協議，將允

許英方在日本部署軍力，據稱這旨在應

對中國所帶來的挑戰。中方是否會向英

方和日方正式提出抗議？

汪文斌表示，亞太是和平發展的高

地，不是地緣博弈的競技場，中國是各

國合作的夥伴，不是任何國家的挑戰。

有關國家開展防務合作，應當有利於增

進各國間的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不

應制造假想敵，更不應將集團對抗的舊

思維引入到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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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

在雅加達總統府表示，該國

政府承認過去至少有12起嚴

重侵犯人權的事件。

據印尼總統府網站當天

報道，這12起嚴重侵犯人權

事件包括1965年至1966年事

件、1998年5月暴亂事件及發

生在印尼亞齊、巴布亞等地

的事件。

佐科稱，他收到並“仔

細閱讀”了由印尼政治、法

律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馬福

德領銜的“非司法方式解決

侵犯人權問題調查委員會”

的報告。佐科說，作為印尼

國家元首，他“以清醒的頭

腦和真誠的心，承認在各次

事件中確實發生了嚴重侵犯

人權的行為”。

佐科對過去發生的12起

侵犯人權事件深表遺憾，對

受害者及其家人深表同情。

他表示，印尼政府“正在努

力以公平和明智的方式恢復

受害者的權利，同時不否定

司法解決方式”。

佐科表示，他本人和印尼政府致力於

“將來不會在印尼再次發生嚴重侵犯人權的

事件”。

2022年 8月，佐科發布總統令宣布成立

“非司法方式解決侵犯人權問題調查委員會”

，由馬福德任該委員會主席，對印尼過去發生

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進行調查。

印尼肅貪委正式拘押該國巴布亞省長盧卡斯
綜合報導 印尼肅貪委員會以

涉嫌貪汙受賄犯罪正式拘押該國巴

布亞省省長盧卡斯。

據印尼媒體當天披露的畫面，

盧卡斯已穿上橙色囚服並被戴上了

手銬。

印尼肅貪委員會主席菲爾利·

巴胡裏 (Firli Bahuri)當天在該國陸軍

總醫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通報，該

委員會懷疑盧卡斯收受了多家承包商

的100億印尼盾(約450萬元人民幣)

酬金，這些酬金與其履行省長職務

有關。因健康原因，盧卡斯正在印

尼陸軍總醫院進行臨時治療。

盧卡斯是10日中午在巴布亞省

會查亞普拉市壹家餐館吃午餐時被

印尼肅貪委逮捕的。隨後在巴布亞

省警察廳特警總部短暫停留後，由

特警押護前往機場，隨後被押送至

雅加達。抵達雅加達後，在印尼肅

貪委團隊看護下在陸軍總醫院進行

了身體檢查。印尼肅貪委發言人透

露，該委在巴布亞省警方、情報部

門和當地安全部隊協助下逮捕了盧

卡斯。

印尼總統佐科對盧卡斯被逮捕

作出回應稱，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

壹律平等，必須尊重執法部門的法

律程序。

印尼肅貪委員會早前已以涉嫌

貪汙巨額資金為由將盧卡斯列為貪

汙案嫌犯，並多次傳喚其到肅貪委

總部接受調查，盧卡斯均以身體有病

、不宜前往雅加達為由拒絕。印尼肅

貪委不得不派員前往巴布亞省調查，

但其住所被數百名支持者看守著，肅

貪委辦案人員工作受阻撓。

據菲爾利介紹，到目前為止，

印尼肅貪委已搜查了巴布亞、雅加

達、茂物、唐格朗、巴淡島和蘇加

武眉等地與該案有關的六個地點，

沒收了包括金條、黃金首飾和豪華

汽車在內的價值數十億印尼盾的資

產。

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務統

籌部長馬福德當天在雅加達表示，

盧卡斯被拘押後，印尼政府將另外

任命巴布亞省代理省長。

刺殺安倍嫌犯被正式起訴
被控殺人罪、違反《槍刀法》

綜合報導 奈良地方檢察廳對刺殺日本前首相安

倍晉三的嫌犯山上徹也提起訴訟，他被控殺人罪和

違反《槍刀法》。

據道，1月10日，山上徹也為期5個半月的鑒定

留置期結束，從大阪看守所被押送至調查總部所在

地奈良縣警奈良西署。在留置期間，他接受了精神

鑒定，鑒定結果顯示，未發現山上徹也患有對其判

斷是非能力產生重大影響的精神疾病。奈良地檢認

為，山上自制槍支和火藥，查詢安倍的演講日程，

進行了有計劃的行動，在承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不

存在問題。

奈良縣警方表示，對於山上徹也非法制造槍支

的行為是否涉嫌違反《武器制造法》並負有刑事責

任壹事，計劃將再次展開調查。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山上被提訴後，預

計將接受有陪審員參與的審判，而其槍殺安倍的動

機將是陪審員量刑的重要依據。此前，山上徹也曾

在壹封信件中寫道“安倍不是真正的敵人，他只是

統壹教支持者中最有影響力的人之壹。”

2022年7月8日，41歲的山上徹也在奈良市槍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事件調查人員介紹，山上徹

也的母親在1991年加入統壹教，總共捐款約壹億日

元，造成家庭生活困窘，山上在被拘留期間供述，

他對教會存在仇恨。

印度小學午飯桶底竟發現壹條蛇！
30名兒童中毒住院，家長圍堵校長
綜合報導 印度西孟加拉

邦壹所小學的30名兒童在吃完

午飯後突感不適，隨後被緊急

送醫。調查結果顯示，這可能

是因為食堂盛飯菜的容器底部

有壹條蛇，對食物造成汙染，

導致學生食物中毒。

學校負責制作飯菜的食

堂工作人員說，“由於孩子

們開始嘔吐，我們不得不把

他們緊急送醫。”他回憶稱

，他們在其中壹個裝滿扁豆的

食物容器中發現了壹條蛇。

據了解，目前還有壹名兒

童在住院，但已脫離生命危險

，其余兒童情況良好。學校所

在街區的工作人員表示，此次

事件發生後，辦公室收到了許

多家長對學校的投訴。“我們

將這壹情況上報給了負責該區

域小學事務的官員，他們於1

月10日來這裏進行了視察。”

這位工作人員說。當地壹名警

官補充稱，學生家長在事後對

學校校長進行了圍堵，並損壞

了他的兩輪車。

德國北威州公共衛生研

究所的馬蒂亞斯· 施羅特博士

在此前的壹份聲明中呼籲，

“經常和蛇接觸的人，比如

把蛇當寵物飼養的人，壹定

要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

防被感染。”據悉，絕大多

數的蛇都攜帶危險的沙門氏

菌，而感染沙門氏菌的主要

癥狀是發熱、腹瀉等。少數

小孩、老年人和免疫力較差

的群體感染還可能出現危及

生命的菌血癥或腦膜炎等。

根據當地疾控中心的說

法，食物中毒有多種原因，

也可能是因為廚師沒有做好

個人清潔、廚房消毒工作不

到位，以及食材因儲存不當

變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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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三劍客”“強強結合”顯戰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朱燁、凱雷 北
京報道）央視軍事頻道
14日披露，處於戰備一
線的殲-16戰備戰機在
夜訓時突然遭遇多架外

機抵近，面對一觸即發的開火風險，殲-16飛行員沉
着應對，駕駛殲-16變遭遇戰為主動戰，飛行員冷靜
判斷迅速決斷，以行雲流水的戰術配合，將外機驅
離。這段採訪還透露，作為一線作戰部隊，一年裏，
殲-16飛行員駐訓外場執行任務最長達300天。

日常戰備起飛應對空中威脅
殲-16飛行員李超講述在一次夜間警巡中，遇到

兩架外機抵近。他首先通過語音喊話，對方卻不予
理睬。因為對方是具有攻擊性的戰鬥機，李超迅速
判斷形勢：“如果我貿然抵近，他們隨時可能對我
開火，有可能會影響事態的升級。”李超下令關閉
機上所有對外發射的電子設備，超低空“消失”在
黑夜，通過他們兩架飛機之間，然後做了一個桶滾
的動作飛到他們僚機尾後。“對方看到我們已經佔
據主動優勢，不敢再輕舉妄動。”

殲-16飛行員日常有戰備起飛應對空中威脅，也
有空中訓練時突然接到新任務由訓轉戰。“訓轉戰”
可以大大縮短飛機抵達待戰空域的時間，這也更加
考驗飛行員的臨機決策和處置能力。殲-16飛行員周
振宇講述在遠海訓練時，接到了“訓轉戰”的通知。
“我們立即停止訓練，飛向了需要處置的空域。對

方一直壓迫我們的機動空間，甚至飛到接近我機的
上方。兩架飛機扣下來追我，我的長機又追着對方
兩架飛機。相當於四架飛機在一個空戰圈裏。”直
到我方佔優之後，對方才主動退出。

“我們時時刻刻作好了準備”
這段採訪透露，作為一線作戰部隊，一年

裏，殲-16飛行員駐訓外場執行任務最長達300
天。戰略警巡屬於實戰狀態，殲-16飛行員李超
說，“我帶的是實戰武器，而且武器屬於待擊發
狀態。”殲-16飛行員宋子昊說，因為從改裝訓練
開始就一直處於戰鬥一線，當突發情況突然來臨
時，“我們沒有覺得多麼慌張，我們時時刻刻作
好了準備。”

�
�


戰備夜訓遇外機抵近 殲-16飛行員沉着應對驅離

◆殲-16飛行員日常有戰備起飛應對空中威脅。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凱雷 北京報道）中國空軍
“三劍客”分別是殲 -20、
殲-16、殲-10C。解放軍巡航台
島引起台當局高度緊張，擔憂解
放軍“發動夜襲的前兆”，正是

殲-20和殲-16機隊夜巡組合突顯的超強性能與強
大戰力。殲-20，是中國目前最先進的國產隱形戰
機；殲-16戰機，掛載武器多、各型導彈都可以看

得遠，打得準，是中國空軍攻防兼備轉型的重要
裝備之一；殲-10C戰機，反應機動性強，它是先
進的多用途戰鬥機，與其他作戰力量的配合，有
效支撐空軍發揮戰略性軍種的作用。

實戰中，殲-20奪取制空權，殲-16實施空中
巡航，殲-10C配合殲-16共同鎖定地面標靶打擊。
可以說，目前殲-20飛機、殲-16飛機、殲-10C飛
機代次搭配，已形成中國空軍強大的實戰戰力。

據殲-16飛行員介紹，殲-20擁有隱形性和機

動性的優勢，在空戰格鬥等領域更具優勢，
殲-16則具備強大的載荷和航程，在戰鬥中具有
無可替代的意義。在實戰中，殲-20將扮演“踹
門手”的角色，通過隱形性優勢躲開敵方地空雷
達、優先“敲掉”對方的預警機等空中態勢感知
平台，並引導後方的殲-16機隊向標定的敵方地
面目標展開精確的空襲，從而將殲-20的隱形和
殲-16的強大火力“強強結合”，發揮出更好的
戰術效果。

◆殲-16飛行員沉應對，駕駛殲-16變遭遇戰為主動
戰。 視頻截圖

	
��

中國內地近期在院新冠相關死亡近六萬例
去年12月8日至今年1月12日：死亡病例均齡80.3歲 逾九成合併有基礎疾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內地本輪

疫情始於去年底，目前多地已宣布疫情峰值已過。中國國

家衞健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14日表示，目前內地門急診

就診數量、住院新冠感染患者均已在12月下旬、1月上旬

達峰後呈下降趨勢，在院新冠陽性重症患者數量也達到峰值，之後呈緩慢下降趨勢。

目前在院重症患者數量仍處於高位。分析顯示，內地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

12日，醫療機構累計發生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病例59,938例，死亡病例平均

年齡80.3歲，死亡病例90%以上合併有基礎疾病。

針對中國新冠感染死亡病例的判定標準問題，
焦雅輝表示，自2020年以來，中國始終堅持

將新冠病毒核檢陽性的死亡病例判定為新冠病毒
感染相關死亡病例。該標準與世界衞生組織以及
其他主要國家的判定標準基本一致。新冠病毒感
染相關死亡病例歸因分析分為兩類：一類是新冠
病毒感染導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另一類是基礎
疾病合併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下一步，中國將按
照“乙類乙管”傳染病有關規定，及時更新相關
數據信息並向社會公布。

發熱門診急診高峰已過
焦雅輝表示，內地發熱門診診療量在2022年

12月 23日達峰，為286.7萬人次，之後持續下
降，至1月12日回落到47.7萬人次，較峰值時數
量減少83.3%，城鄉的趨勢是趨同的。

發熱門診新冠陽性感染者檢出比例，峰值從
12 月 20 日 33.9%檢出率，到 1月 12 日下降到
10.8%，表明發熱門診高峰已過去。急診診療人次
在2023年1月2日達峰152.6萬人次，1月12日下
降到109.2萬人次，較峰值時下降28.4%。急診當
中新冠陽性感染者的檢出率由12月 22日峰值
8.8%，下降至1月12日2.9%，顯示急診高峰已經
過去。

在備受關注的重症救治數據方面，焦雅輝透
露，監測數據顯示，發熱門診達峰2周後，在院新
冠陽性重症患者數量也達到峰值，之後呈現緩慢
下降趨勢，目前在院重症患者數量仍然處於高
位。

2023年1月5日，在院新冠陽性重症患者數量
達峰12.8萬人，之後連續波動下降，1月12日，在
院陽性重症患者人數回落到10.5萬人，重症床位
使用率是75.3%，重症床位能夠滿足救治需要。1
月12日在院新冠陽性重症患者中，基礎性疾病重
症合併新冠病毒感染的為 9.7 萬人次，佔比
92.8%。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是7,357人，佔比
7%。

冬季要更加關注老年患者
焦雅輝表示，內地本輪新冠感染重症患者有

以下特點，一是以老年人為主，年齡最大的105
歲，平均年齡75.5歲，60歲及以上的患者佔比
89.6%；二是普遍合併有多種基礎疾病，具有一種
基礎疾病的患者佔比40.7%，兩種基礎疾病的佔比
24.6%，三種及以上基礎疾病佔比34.8%，多數基
礎性疾病是心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和呼
吸系統疾病。

對於內地本輪新冠疫情的死亡情況，焦雅

輝表示，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內地醫療機構累計發生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關
死亡病例59,938例，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導致呼
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5,503例，基礎疾病合併新
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54,435例，死亡病例平均
年齡80.3歲，65歲及以上約佔90.1%，其中80
歲及以上約佔56.5%，死亡病例90%以上合併有

基礎疾病，主要合併心血管疾病、晚期腫瘤、
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及腎
功能不全等。

由於冬季本身是老年人呼吸系統疾病高發和
心腦血管疾病加重季節，近期與新冠病毒感染相
疊加，因此老年人的病亡人數比較多，這提示要
更加關注老年患者，盡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生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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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內地在院重症患者數量仍處於高位。圖為1月9日，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白求恩醫院重症醫學科醫
護人員救治重症患者。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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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市民大批市民1414日在西九龍日在西九龍
高鐵站高鐵站““打蛇餅打蛇餅””買車票買車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隨着香港與內地開展首階
段復常通關，不少內地居民擬
到港旅遊兼接種新冠疫苗。香
港私家醫院和私營醫療機構看
準商機，推出有關服務套餐，
內地社交平台更有相關“攻
略”。香港文匯報記者“放

蛇”發現，自費接種疫苗收費懸殊，每針介乎
1,400港元至2,600港元。有醫療機構和內地中介
對接種二價疫苗的要求說法不一，更有中介聲稱
就算之前只打一針也能接種二價疫苗，與香港特
區政府最少一針加一次確診的指引有明顯出入，
且內地人臨時取消預約不獲退款，接種前又要簽
免責條款，若事後出現疫苗副作用，醫療機構一

律不負責。有藥劑業建議特區政府統一接種指
引，又呼籲內地旅客了解清楚才接種。

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近日出現大量內地中
介宣傳到港接種二價疫苗的服務，聲稱有“早鳥優
惠”，並會安排專人陪同接種、代約復常通關名
額、代訂機票和酒店，並可安排專車由口岸送到診
所等。

內地社交平台亦湧現不少到港打針“攻略”
的帖文，有疑似“打手”的用戶分享“自身”到
港接種疫苗的預約流程，引起不少有意接種疫苗
的內地居民注意。香港文匯報記者向中介查詢得
知，中介提供專車接送連兩天酒店，“套餐價”
每人4,600元人民幣，中介為吸引記者趁早預約，
落足嘴頭說：“之後可能要加價，趁早落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以顧客身份到香港一些提供相
關服務的醫療中心。一間醫療中心的職員表示16
日起接受預約，同日有貨到，目前已收到過百人
查詢二價疫苗的資訊，“現時只是宣傳階段，可
以接受預約報名，接種者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或者
使用WhatsApp與公司客服聯繫，但是詳細的接種
安排資料還不清楚，要等公司發布。”

根據香港政府的接種指引，市民必須曾接種
兩針第一代疫苗，或者一針疫苗加一次確診才能
接種二價疫苗，但記者發現醫療機構對非香港居
民的接種要求不一，包括無要求接種者出示相關
接種及確診紀錄，更有中介聲稱：“就算只打過
一針，無確診，都打得。”對一些對疫苗過敏
者，中介稱：“若要醫生作簡單的診症需額外收

費，如果斷定不適合接種，都不能退款。”
有醫療中心則稱，接種前需要簽訂同意書，

即使接種後出現嚴重的疫苗副作用，有關責任是
由疫苗生產商負責，而非由醫療機構承擔責任云
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港珠澳橋倍增至2000人 有市民嘆仍杯水車薪新新春春前前44天天 陸陸路路過過關關名名額額每每
日日增增至至

66..55萬萬

新春前4天預約人數安排
口岸

深圳灣口岸
文錦渡口岸
落馬洲支線/福田口岸
港珠澳大橋（珠海）
（只適用於私家車及跨境出租車
司機和乘客）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首階段復常通關平日
人數

10,000人
5,000人
35,000人

1,000人

本月18日至21日過關人
數

15,000人
5,000人
45,000人

2, 000人

香港特區政府14日表示，經審視各陸路
口岸和港珠澳大橋（珠海）預約、運

作等情況後，在逐步有序推進香港與內地
復常通關的原則下，由14日下午3時起，
調整3個陸路口岸在上述4天期間的每天單
向人數安排。

文錦渡不變 維持每日5000人
其中，深圳灣口岸每天北上人數將由1

萬個增至1.5萬個，落馬洲支線口岸由3.5
萬個增至4.5萬個，即兩個口岸共增加1.5
萬個名額，而文錦渡口岸則維持每天5,000
人北上不變。經港珠澳大橋往珠海，搭乘
金巴的乘客無須預約，私家車和跨境出租
車司機乘客每天預約名額亦會在上述4天期
間由1,000人增至2,000人。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市民春節前
經陸路口岸往內地需求較殷切，根據特區政
府網上預約系統資料，本月18日至21日整
體將近約滿，但未來八周其他日子可供預約
時段仍充裕，可應付目前復常通關需求。各
口岸相關部門會部署充足人手，而特區政府
會繼續全力推進香港與內地逐步、有序、全
面通關，與內地相關單位保持密切溝通，檢
視首階段通關情況，總結經驗，決定往後階
段的安排。

市民陶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春節前的過關名額十分搶手。在首階
段復常通關消息公布後，他馬上登入預約
系統搶名額，終成功獲得大年初一北上的

名額。雖然是“既得利益者”，但他歡迎
政府的決定，“相信過年前會有不少人要
北上，特區政府今次增加名額，將方便仍
未能預約的巿民。”他計劃年初一到東莞
與外父和外母拜年，並帶年貨送予親友，
簡單飯聚後即日回港，“由於兩名兒子太
年幼，不方便北上，妻子留港照顧他們，
只由我代為回去拜年，但想早點回港與妻
子過年，且為了無須在回程時再做核酸檢
測，因此即日來回。”

期望高鐵復常 中長途線復運
多年前在廣東省置業的劉小姐與來自河

南的丈夫長居香港生活和工作，以往經常北
上度假，但新冠疫情下已3年未曾返回內地的
物業，只以微信支付交小區物管人員代為繳
付管理費等費用，故兩地恢復免檢疫通關
後，她已計劃先到內地整理其單位，再到丈

夫的老家探親。
她表示，雖然兩地過關名額增加，但

始終杯水車薪，“仍有名額限制，且春節
期間內地交通緊張，由廣東省到河南未必
購得車票，故打消春節北上念頭。”她希
望3月北上時已全面復常通關，沒有人數限
制，“最好屆時高鐵亦復常，有中長途
線，更方便往來。”她北上前會先打復必
泰二價疫苗，丈夫也會打第四針以加強保
護。香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歡迎特區
政府增加春節前北上預約名額，表示部分
工友從事飲食業等工種，過年仍要開工，
要先與同事調假才能回鄉，至今仍未預約
過關名額，估計要到歲末確定放假日期才
能撲名額，認為政府增加名額有助滿足需
求。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亦歡迎增
加過關人數的安排，認為能回應市民回鄉
過春節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因疫情停運3年後，今日恢復
營運。14日繼續有大批市民在西九龍高鐵站“打蛇餅”買
車票，現場告示牌顯示需要輪候兩小時。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林世雄14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高鐵復運後改用內地
系統售票，港人需時適應。同時，港鐵已改善購票安排，
會視乎今日高鐵的復運情況研究是否增加車票數量、恢復
長途路線等。
西九龍高鐵站14日繼續人頭湧湧，大批市民輪候買車

票，截至14日下午2時，農曆年廿八、年廿九（19日和20
日）前往廣州南的車票已經售罄。有市民指出，目前不能
透過港鐵官網購票，要改用中國鐵路網，購票時需要提供
電郵地址，但港人常用搜尋引擎所提供的電郵不獲認可，
有市民則因回鄉證無法通過網上驗證，在無計可施下，唯
有到車站輪候兩小時買車票。
林世雄表示，高鐵售票首日出現的混亂，是由於高鐵

已停運3年，復運前有好多準備工作要做，而票務安排亦與
以前不同，轉用了內地的售票系統，相信市民需要時間適
應。港鐵已汲取教訓並改善購票安排，包括提供購票“懶
人包”指導市民購票，同時增加車站人手協助乘客，而購
票系統亦已顯示各站的剩餘車票數量。
為方便部分乘客，例如不習慣或不懂得在網上購票的

市民，林世雄表示，港鐵已預留一定車票配額在站內售
賣。因應高鐵今日復運，港鐵亦會在車站內加派人手，協
助乘客填寫健康申報，並呼籲乘客預早到站內辦理過關手
續，確保今日通車流程暢順。
高鐵復運初期每日出售車票上限一萬張，包括北行和

南行各5,000張，林世雄表示，特區政府會審視今日復運情
況，再與內地有關部門和鐵路公司聯繫，考慮是否有空間
增加車票數量。由於較長途路線需較多時間準備，特區政
府會與內地有關方面保持溝通，在適當時間恢復長途路線
服務。
香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高鐵

服務供不應求，期望政府盡快增加運力，提高車票數量，
又希望盡快恢復往來香港與內地其他省巿的中長途線班
次，“其實不少巿民要到內地其他站點，由香港搭乘高鐵
點對點直達，較前往廣深後再轉車方便得多，希望可恢復
香港到廈門、湖南、湖北等地的班次。”

◆市民拖篋搭高鐵北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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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到港打“二價”缺接種指引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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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紅書上
有中介宣傳
到港接種二
價 疫 苗 套
餐。
小紅書截圖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不少香港巿民計劃回鄉

度歲，令北上配額供不應求。香港特區政府

14日宣布，經與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溝

通協調後，決定本周三（18日、年廿七）至

本周六（21日、年三十）一連4天，將指定陸

路口岸每天單向北上的預約人數，由合共5萬

個名額提升至6.5萬個。而使用港珠澳大橋往

珠海的私家車、跨境出租車司機和乘客每天單

向人數，亦由1,000人倍升至2,000人，以回

應春節前兩地人員往來的殷切需求。有

巿民認為，農曆新年前增加預約

過關名額是好事，方便仍未

預約過關的巿民。有計劃到

內地探親的巿民則表示，

由於仍有名額限制，加上

高鐵車票不足，故擬在出入

境高峰完結後才回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高鐵職員從旁
協助有需要者。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3年1月22日       Sunday, January 22, 2023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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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伉儷朱勤勤社長伉儷
年前至四大老人中心年前至四大老人中心，，向長者發送紅包向長者發送紅包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左四左四））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
（（左三左三））向向 「「康樂活動中心康樂活動中心」」 的的 長輩們送紅長輩們送紅
包後並與之合影包後並與之合影。。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右右））與與 「「好運老人好運老人
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負責人廖晟凱負責人廖晟凱（（左左 ））是多年是多年
老友老友。。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左一左一）、）、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
（（左二左二))夫婦夫婦，，與與 「「陽光老人中心陽光老人中心」」 負責人喻負責人喻
斌斌（（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右二右二）、）、社長朱勤社長朱勤
勤勤（（左二左二））向向 「「好運老人活動中心好運老人活動中心」」 的長的長
輩們贈送紅包輩們贈送紅包。。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右三右三））向向 「「好運好運
老人活動中心老人活動中心」」 的長輩們的長輩們 贈送紅包贈送紅包。。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左六左六））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右七右七
））與與 「「康樂活動中心康樂活動中心」」 負責人負責人Susan (Susan (左七左七 ））
及該中心長輩們及該中心長輩們 合影合影。。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左立者左立者））向向 「「陽陽
光老人中心光老人中心））的長輩們致贈紅包的長輩們致贈紅包。。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右五右五））至至 「「博愛老年活博愛老年活
動中心動中心」」 發送紅包後發送紅包後，，與該中心長輩們合影與該中心長輩們合影。。

本報系董事長本報系董事長、、社長李蔚華社長李蔚華、、朱勤勤伉儷朱勤勤伉儷
（（左六左六、、左五左五））與與 「「好運老人活動中心好運老人活動中心」」 負負
責人廖晟凱責人廖晟凱（（左四左四））及該中心長輩合影及該中心長輩合影。。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左三左三 ））在在 「「康康
樂活動中心樂活動中心」」 發表談話發表談話。。旁為該中心負旁為該中心負
責人責人SusanSusan（（右一右一）。）。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夫婦朱勤勤社長夫婦（（中中
））發送紅包後與發送紅包後與 「「博愛老年活動中心博愛老年活動中心」」 長輩長輩
們合影們合影。。

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右二右二）、）、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
（（左二左二））夫婦與夫婦與 「「博愛老年活動中心博愛老年活動中心」」 負責人負責人
Sara (Sara ( 右一右一））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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