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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埃及蘇伊士運河管
理局（SCA）29日晚間發佈聲明說，
擱淺貨輪已經完全恢復至正常航道。
目前長賜輪已重新浮起並脫離河岸，
運河交通將恢復，但暫時還沒有通航
時間表。業者估計周一可恢復通航，
並用4天的時間清理堵塞在運河兩端的
300餘艘船舶。

據《彭博》引述埃及蘇伊士運河
管理局方面表示，目前擱淺船隻已重
新浮起並脫離了河岸，長賜號正被拖
往深水區域並將接受檢查，危機已經
結束。運河的交通即將恢復，但暫時
沒有確定時間表。

貨櫃運輸公司Hapag-Lloyd AG表

示，運河可望在當地時間周一恢復運
行，堵塞在運河端的船舶估計要花4天
時間才能清理完畢。

來自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的消息人
士稱，長賜號將向北前往蘇伊士運河
北部和南部之間的大苦湖，由小苦湖
，大苦湖和小苦湖連接，總面積約250
平方公里。

在此之前，埃及總統塞西表示，
已成功完成解封蘇伊士運河的疏通行
動。塞西在其官方社交媒體頁面上寫
道： 「事態通過埃及人的雙手重回正
軌，整個世界可得到保證其貨物和需
求通過這條航道輸送的路徑。」

危機結束危機結束 長賜輪恢復至正常航道長賜輪恢復至正常航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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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e are here to formally welcome
the springtime. Last month be-
cause of the snow storm our fa-
vorite kumquat tree and azaleas
are almost gone. Only the plum

tree is still alive in my garden. My
gardener told me that they might
come back some day. We really
hope they will bloom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For the whole of last year we
were really suffering. In every
corner of our nation more that ten
percent of our people were con-
firmed with the coronavirus and
more than one-half million citi-
zens lost their lives. They were
our friends,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such a shame when
we claim to be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this virus just got
out of control. Many families
were left with empty seats at the
dinner table because they lost
their love ones. Many people lost
their jobs and lost their lifestyles
Such a tragedy has brought our
nation into the dark.

On January 20 we finally
changed the leadership i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kept his promise to get 100 mil-
lion people vaccinated within fifty

days. Most of our citizens will get
vaccinated before May 1 of this
year.

Finally, we are seeing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but now
another wave of anti-Asian dis-
crimination cases have spread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at has
made our community feeling very
unsafe.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most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with
new hope and we spent our
whole lives and talent to help
build this great nation. This is our
home.

All of us need to hold our hands
together and be united. We are
looking for a brighter future. One
day our Azaleas and Kumquats
will blossom again.

0303//2929//20212021

Welcome Spring And New HopeWelcome Spring And New Hope

今年迎春的日子已經到來，因為月前
的雪災，让前院的杜娟花開得十分吃力，
許多往年都綻放艳麗的花卉，都被嚴寒風
雪埋在地下，尤其是我心愛曾經結滿了小
金橘的樹幹也被寒雪吞噬，它的隣居一枝
紅梅樹依舊䇄立，園丁告訴我，小金橘樹
復活機會很大，我相信它有強大的生命力
，希望不久將來再度會為前院增加光彩。

一年來難挨的日子，我們大家都體驗
過了，我們號稱全球最強大的國家，近百
分之十的國民確診新冠病毒，五十多萬人
失去了寶貴生命，多少人的父母兄弟親友
們在痛苦哀傷之中，餐桌上少了一個親人
，一些熟悉的笑聲再也聽不到，這場浩劫
奪走了人們的希望 ......

白宮終於換了主人，拜登總統在百分
之七十二之防疫高民意支持度下，在五十

天內完成了一億人之疫苗接種，
並且在每日以二百五十萬人接種
之驚人速度預計在五月一日前每
個美國成年人都可以接受疫苗。

天啊，我們總算得救了，近
一年來，因為新冠病毒之爭議，
形成了反亞裔之社會氛圍，從白
宮到地方，全國各地風起雲湧掀
起反對仇視亞裔之活動，對我們
而言，疫情加上反亞裔之不安情
緒，真是禍不單行，雪上加霜。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
們大家一定要撑住，我們一定要
共同來支持愛護和參與社區和國家的公共
事務，決不可置身事外，因為這裡就是我
們的家園，多少人奉獻了自已的青春才幹
和年華。

再次目睹前院在嚴寒中又發芽的樹木
，春訊再次送來了佳音，我們手牽手，心
連心，準備迎接嶄新和希望的明天吧。

辛丑年 於休斯敦

迎春隨感迎春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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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與印度關係緊張之際與印度關係緊張之際 巴基斯坦試射巴基斯坦試射
彈道導彈可載核彈頭彈道導彈可載核彈頭

【綜合報道】巴基斯坦軍隊表示
，在與印度在克什米爾關係緊張的情
況下，於當日成功試射了具備核能力
的“沙欣”-1A彈道導彈，以顯示其
軍事實力。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公共關
係部（ISPR）在聲明中表示，射程
為900公里的“沙欣”-1A彈道導彈
的測試已成功完成。

ISPR 在聲明中還稱，此次導彈
測試的目的是“重新驗證武器系統的
各種設計和技術參數，包括先進的導
航系統。”巴基斯坦戰略計劃部和戰
略部隊的官員，以及這兩個部門的工
程師和科學家都見證了這次導彈試驗
，巴總理伊姆蘭•汗向部隊成功試射

核導彈表示祝賀。
俄媒指出，近幾個月來，巴基斯

坦斯坦最新一次的導彈試射。當地時
間2月11日，巴基斯坦軍方宣布“巴
布爾-1A”（Babur-1A）地對地巡航
導彈。巴軍方指出，該巡航導彈能在
490公里的範圍內高精度打擊海陸目
標。巴軍方公告稱：“導彈是從先進
的多管系統發射的。”

據了解，在更早的 2 月 3 日，巴
基斯坦陸軍成功試射一枚“加茲納維
”（Ghaznavi）地對地彈道導彈。該
導彈射程為290公里，具有核常兼備
的打擊能力。此外，當地時間1月20
日，巴基斯成功試射一枚“沙欣-3”

地對地彈道導彈，該導彈射程達到
2750公里，改進後的該型導彈可攜核
彈頭覆蓋印度國土全境。

另據俄《生意人報》2月分析，
巴基斯坦的導彈和核計劃主要是針對
來自鄰國印度的威脅，後者也定期進
行導彈試驗。印度擁有“烈火-5”彈
道導彈據信射程在 5000 公里以上，
比“沙欣-3”彈道導彈射程更遠，但
是對於巴基斯坦來說，只要保證本國
擁有射程超過 2500 公里導彈中程彈
道導彈，就足以覆蓋印度境內大部分
目標。

巨輪擱淺巨輪擱淺66天終於動了天終於動了，，歐洲仍難鬆口氣歐洲仍難鬆口氣
(綜合報道）巨輪終於浮起來了！月圓之夜神奇的潮汐力量

，讓困在蘇伊士運河航道上的巨型貨輪“長賜”號於當地時間29
日上午4時30分成功上浮，擺脫了長達6天的擱淺。隨著這條國
際重要水道“將很快恢復正常通航”的預期升溫，國際油價29
日經歷了一波興奮的下跌，埃及總統塞西也發推特宣布“今天，
埃及人成功結束船隻擱淺蘇伊士運河的危機”。不過航運界人士
評估，當前排隊等著通過蘇伊士運河的400艘船，全部通過可能
還得花至少6天時間。 “蘇伊士運河塞船凸顯全球體系的脆弱性
”，媒體感嘆稱，當船舶變得越來越大，貿易航道卻開始“動脈
硬化”，全球貨運對早期建造的狹窄航道的依賴正變得越來越危
險。

據埃及“阿拉比亞”電視台29日報導，“長賜”號貨輪於
當地時間29日15時左右完全浮起，開始向大苦湖駛去。大苦湖
是蘇伊士運河河道上相對寬闊的一片水域。 “長賜”號將在那
裡停留，接受技術檢查和各種盤問。據美國雅虎新聞網29日報
導，完成“長賜”號解救任務的是11艘港口拖船和2艘遠洋拖船
，連日來挖出的沙子有3萬立方米。 “長賜”號船東指定的救援
公司荷蘭皇家博斯卡里斯威斯敏斯特公司29日下午宣布：“蘇
伊士運河不再受阻。”“為期6天的腸梗阻總算通了”，在埃及
社交媒體上，有網友發帖這樣詼諧地說。

據埃及《七日報》報導，29日早些時候，蘇伊士運河管理局
主席拉比耶已經宣布，蘇伊士運河從當天中午12時開始恢復通
航。他說，等待通過運河的貨輪已達到400艘。另據《金字塔報
》網站29日早些時候報導，當地時間19日早晨，“長賜”號的
航向已修正80%，一旦被引導至等候區，航道將恢復通行。臉書
上的一則視頻顯示，“長賜”號船尾開始離開河岸，視頻裡還有
一些拖船在“長賜”號周邊活動，有歡呼慶祝的聲音傳出。據
《華爾街日報》報導，蘇伊士運河管理局主席拉比耶當時表示，
救援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但船已經動起來了，“快要成了，還
差一點”。

埃及總統
塞西第一時
間發推文，
對貨船獲救

表示祝賀，對埃及人民克服重重困難終於營救出被困巨輪表示感
謝。當地媒體報導，此前一天，塞西已下令，做好卸下船上貨物
的準備，以減輕船重，使船能夠重新浮起來。不過在這之前他們
準備做“最後一搏”，因為28日夜晚是漲潮的時間，潮汐的湧
動有助於救援工作，結果如願以償。據參與救援的人士說，這次
春季漲潮潮高超過以往，推動“長賜”號移動了23米左右。

隨著運河堵塞情況緩解，石油價格隨之下跌。 29日，西得
克薩斯中間基原油價格下跌多達2.5％，布倫特原油價格也應聲
下跌。
運河“癱瘓”的代價

儘管如此，“長賜”號被困事故已經造成了一場波及全球的
危機。據悉尼廣播公司29日報導，“長賜”號造成的這種堵塞
每小時的損失約4億美元。據《勞埃德船舶日報》估算，運河每
“癱瘓”一天，相當於損失96億美元，其中向西的交通價值約
51億美元，向東則約45億美元。而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根據貨物
價值收取費用，每艘船的通行費至少為數十萬美元。

據英國《衛報》28日稱，被延誤的貨輪中至少有20船牲畜
，船上運載的牲畜多為牛羊，受困動物總數約為9.2萬頭。 “動
物國際”歐盟地區協調員魏丁格爾形容這是一顆顆“生化定時炸
彈”。法新社28日稱，除了牲畜，其他被延誤的貨品還包括：
至少100艘載運石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氣的船舶；至少有17艘
化學品油輪；分佈在15艘貨輪上的80箱茶葉；110個集裝箱的宜
家家具；至少一輛運水貨輪；一批要運往中國加工成貼面地板再
運回英國的法國橡木……而據《勞埃德船舶日報》報導，多達
90%的受影響貨物並沒有投保延誤險。
蘇伊士運河堵塞事件導致敘利亞國內燃油危機持續惡化。敘利亞
政府當地時間27日已經宣布，對現有燃油進行配額供應，只有
麵包房、醫院、供水站、通信部門及其他重要科研機構才被優先
供應燃油。

即使運河重開，歐洲也難鬆一口氣。丹麥“海運情報”諮詢

公司首席執行官延森28日表示，每週約有30艘從亞洲駛往歐洲
的集裝箱船通過蘇伊士運河，運送約38萬個集裝箱。他說，即
便疏通運河擁堵只需兩天，也會導致11萬個集裝箱延誤，“這
將加大一周後歐洲港口出現擁堵的風險”。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稱，“長賜”號被移走後，還需要3天多
時間清除航道擁堵情況。但全球最大集裝箱運輸集團馬士基29
日在客戶諮詢聲明中稱，從當前船隻積壓情況看，全部隊伍通過
可能得花6天或更長時間。馬士基還稱，“長賜”號受困蘇伊士
運河對全球航運業造成的破壞效應，可能得花數週甚至數月才能
化解。
全球“更加依賴”的風險

《華爾街日報》29日稱，該運河恢復通航後，人們的關注焦
點將轉向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以及誰該為此負責。參與該項
調查的人員已表示，他們正重點關註一場沙塵暴和一股大約持續
兩分鐘的強風，這些因素可能導致“長賜”號不可避免地偏離了
航線。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則表示，“長賜”號擱淺的主因可能不
是沙塵暴，而是人為或者技術失誤。

據聯合國的數據，國際貿易量的80%左右是通過海上運輸的
，而全球約12%的貿易量通過蘇伊士運河。韓國《中央日報》29
日稱，蘇伊士運河因為把歐亞航線縮短了9650千米，給國際物
流運輸帶來了重大革命。但這次塞船事故發生後，許多貨輪只能
像152年前一樣繞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分析認為，貿易航道出
現“動脈硬化”將導致全球經濟恢復速度變緩，加劇由美國引發
的通貨膨脹風險。

彭博社29日引用分析人士的話稱，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蘇伊士運河的堵塞成了壓垮全球貿易的那根“稻草”。 《紐
約時報》29日也評論說，蘇伊士運河危機是“又一個關於嚴重依
賴全球供應鏈的風險警告”。從洛杉磯、鹿特丹到上海，任意一
起事故就可能引起全球性混亂。 “隨著我們變得更相互依賴，
我們也更容易受到隨之出現的脆弱性的影響，而這種脆弱性總是
不可預測”。牛津大學研究全球化的教授戈爾丁說：“沒人能預
測一艘船會在運河中間擱淺，就像沒人能預測疫情會從哪裡來一
樣。我們無法預測下一次網絡攻擊，或者下一次金融危機，但我
們知道它一定會發生。”

菲律賓日確診逾8千創歷史新高
批準私人公司采購疫苗

綜合報導 菲律賓衛生部宣布，

當日新增確診8019例，為新冠病毒暴

發以來該國單日確診最高，此前菲連

續三天確診過7千例；正在病程中的病

例達80970例，是今年最高；新增4人

死亡，累計死亡人數升至12972人。

加快接種疫苗和檢測速度，同

時確保隔離和醫療設施夠使用，是

菲當下朝野努力的方向。

當天，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

裏· 洛克宣布，政府已修訂第11525

號共和國法案實施細則(IRR)《新冠

病毒病疫苗接種法》，增加允許私

營公司在與國家政府部門和疫苗制

造商達成三方協議的前提下，為其

員工采購由菲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授

予緊急使用許可(EUA)的疫苗條款

。該法案2021年2月26日通過時即

規定，在國家政府部門爭取國際援

助及采購新冠疫苗的同時，地方政

府部門也有權與菲衛生部和國家抗

疫工作隊通過三方協議合作，采購

在菲獲得EUA的疫苗。至此，菲已

從法律上搭建起國家政府、地方政

府、私營企業共同努力采購疫苗的

架構，以期完成今年為7000萬成年

人接種疫苗的目標。

據菲新社報道，當日菲抗擊冠狀

病毒病工作組首席執行官小卡裏托·加

爾韋茲發表聲明，政府正持續監測新

冠疫情的發展和突變，盡最大努力應

對這場健康危機；相比較疫情暴發初

期，現在菲應對的能力提升許多。

檢測和隔離方面，動員各種力

量全國範圍內加快檢測實驗室建設

，從去年的1個增加到現在的229個

，目前每天可進行5萬多次檢測；

迅速建設隔離治療設施，公共工程

和公路部與私營部門合作已建立了

602個設施，可提供22352個隔離和

臨時治療床位；還有720個設施計

劃於4月竣工並交付使用，將提供

26099個床位；此外，一個可容納

110個床位的臨時醫院也將竣工。

接觸者追蹤方面，菲內政和地

方政府部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下

，正努力恢復政府機構間合作的能

力，以確保在全國範圍內擴大對第

二代和第三代接觸者的追蹤。

新冠治療能力和為衛生工作者

支持方面，菲衛生部改進了新冠患

者的護理和治療水平，並向醫務工

作者提供個人防護裝備包，並為其

定期進行檢測。

日本多地疫情回溫
東京都鬧區人潮增加引擔憂

綜合報導 近來，日本境內新

冠疫情延燒，除了包括東京都、

大阪府在內的多處大城市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數持續增加以外，位

於東北地方的宮城縣、四國地方

的愛媛縣等，也都疫情嚴峻。

據報道，東京都23日新增337

例新冠確診病例，持續呈現3月中旬

以來微增趨勢。東京都至今累計確

診超11萬例；此外，新增18例死亡

病例，累計死亡病例1661例。然而

，東京都主要鬧區等地人潮開始增

加，令人憂慮在“緊急事態宣言”

解除後，疫情有可能再度擴散。

大阪府23日新增183例確診病

例，是繼2月6日以來再度出現單日

逾180例，也是日本政府解除“緊急

事態宣言”以來最多的一天。大阪

府從3月上旬以來，每日新增確診病

例從減少轉為增加傾向。

當天，宮城縣新增121例確診

病例，累計確診超4800例。其中

，仙臺市新增病例激增，仙臺市

長郡和子說，將盡最大努力不讓

醫療崩潰成為現實。此外，愛媛

縣新增23例確診病例，縣知事中

村時廣說，“我們正站在第四波

疫情的入口，是能不能堅持下去

的緊要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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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因“親信幹政案”被韓

國大法院判處20年有期徒刑、罰款180億韓元並追繳

違法所得35億韓元，由於她至今未全額繳納罰金和違

法所得，日前已被韓國檢方正式扣押房產。

韓國《中央日報》報道稱，據韓國司法界透

露，首爾中央地法執行2科於上月23日正式扣押

位於首爾市瑞草區的前總統樸槿惠的房產，並已

委托資產管理公社進行公開拍賣。據悉，今年1

月14日大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後，韓國檢方於次日

給樸槿惠發去催繳罰款及追繳款通知單，但截至

2月22日最後期限也未能如數收繳罰款。

在此背景下，檢方按照相關程序於2月23日正

式扣押樸槿惠房產。報道稱，早在2018年檢方就向

法院申請財產保全，要求凍結樸槿惠位於首爾瑞草區

的房產和30億韓元規模的銀行存款、支票等財產。

截至本月16日，檢方已從凍結的樸槿惠財產中，執

行了26億韓元用來追繳部分違法所得。

紐西斯通訊社稱，樸槿惠保有財產最多估計

為60億韓元，不足以繳納罰款及違法所得，按原

則，不足部分要以勞役抵充。韓聯社23日稱，按

照《刑法》規定，被告應在法院宣判之日起30日

內繳納罰款，否則最長可處以3年勞教。若被告

不繳納罰款和違法所得，檢方有權對被告財產進

行強制執行，並收繳其隱匿財產。

據報道，樸槿惠於2017年以67.5億韓元出售位於首爾江南區

的房產，之後以28億韓元購入目前這座位於瑞草區的房產。資料

顯示，該房產是占地面積406平方米的獨棟建築(地下1層，地面

2層)，略小於原先江南區的房產，且位置遠離市中心。有媒體猜

測，她當時換房子可能是為了找一個安靜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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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一個巨大的勝利”，據

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報道，以色列

第24屆議會選舉中近90%的選票統計結

果顯示，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

庫德集團得票數領先，如果能夠保持這

一領先優勢，最終有望贏得組閣權。內

塔尼亞胡在推特上宣布，他已經贏得選

舉。但有分析稱，即便如此，他面臨的

仍是艱難的政治環境和不確定性，能否

順利組閣，以及成立後的新政府能走多

遠，都是未知數。

報道稱，目前還不清楚內塔尼亞胡

能否在他30年的政治生涯中第七次組建

政府。不過，他將嘗試盡快組建政府。

以色列第 13 頻道電視臺等公布的

民調，利庫德集團最終可能獲得議會

120 個席位中的 31 至 32 席，位居第一

，遙遙領先於其他黨派。從陣營對比

來看，統計顯示，由利庫德集團及 3

個宗教政黨組成的內塔尼亞胡陣營獲

得 54席，由“擁有未來”黨、藍白黨

等組成的反內塔尼亞胡陣營獲得59 席

，兩個陣營均未達到組閣所需的 61個

席位。目前尚未表態支持哪一陣營的

統一右翼聯盟獲得 7 個席位，但以色

列媒體稱，它最終可能會倒向內塔尼

亞胡。不過，這也僅僅是“預測”，

以色列政壇黨派的此消彼長和敵對結

盟，處於動態變化中，這增加了以色

列政治前景的不確實性。

當地媒體稱，由於新冠疫情，加

之人們對頻繁投票產生厭倦，因此這

次選舉的投票率很低。《耶路撒冷郵

報》稱，此次投票率為67.2%，比去年

3 月選舉以來下降 4.3%，是過去兩年

四次選舉中最低的。以色列總統裏夫

林對可能發生的再一次選舉表示擔憂。

他在投票當天說：“這是我宣誓就職

總統以來的第五次投票，投票結束後，

我可能將被要求參加第六次，甚至是

第七次選舉，來決定由誰組建政府。”

裏夫林的講話顯得有些無奈，他強調

說：“以色列獨立 73年來，從未經歷

過像我們現在這樣的政治危機。”不

過，內塔尼亞胡卻在給自己投票時信

心滿滿地說：“這將是最後一次選舉

。”

《華爾街日報》稱，這次以色列大

選“不會有明確的贏家，在新政府成立

之前，該國可能會進入另一個漫長的政

治交易期”。“中東在線”撰文稱，以

色列兩年內四次投票，浪費大量人力、

物力、財力等公共資源，只為選出一個

各方難以妥協的領導人。

23日晚，一枚火箭彈從巴勒斯坦加

沙地帶射向以色列城市貝爾謝巴附近。

雖然未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但這

也提醒人們，無論是誰當總理，未來的

局勢依然嚴峻，面臨如何與巴勒斯坦打

交道、如何處理伊朗核威脅等現實問題

。同時，內政問題也令人頭疼，尤其是

疫情。

意大利逾270萬企業和個人
恐將面臨銀行違約風險

綜合報導 據歐聯通訊社報道，意大利獨立銀行聯合會(Fabi)22日表

示，根據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新標準，到2021年6月底，大約有3000

億歐元企業和個人銀行貸款將無法延期，可能有270萬企業和個人面臨

銀行違約風險。

據報道，這些到期的貸款涉及130萬家企業和140萬個人。由於歐洲

的壞賬規定於去年1月生效，政府規定將貸款暫停期延長到2021年6月

，並在2021年預算法中納入了一項規定。但是，進一步推遲歐洲銀行業

管理局準則的實施將不再可能，也不足以避免270萬企業和個人陷入財

務困境的風險。

意大利銀行業協會主席帕圖利(Antonio Patuelli)日前在與歐盟經濟事

務專員加裏蒂尼(Paolo Gentiloni)會晤後，呼籲歐盟延長針對意大利企業

和個人的緊急財政措施，因為新冠大流行正在加劇。帕圖利說，如果

3000億歐元銀行貸款到6月底無法延期，而疫情對經濟影響依然存在，

那麼凍結這些貸款將會造成災難性後果。

歐洲銀行業管理局這些限制自2020年1月起生效，包括新的、嚴格

的規則及對不良貸款的管理。據估計，目前，意大利利率處於暫停狀態

無法結清欠款的主體中，有很大一部分已被銀行機構納入違約。

歐洲銀行業管理局出臺不良貸款標準後，在疫情暴發之初，根據該

標準，意大利已凍結了130萬家企業1800億歐元貸款，140萬個人為950

億歐元貸款。

2021年3月早些時候，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指出，2020年，

意大利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下降8.9%；而赤字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在

2019年的1.6%之後，達到9.5%。

國民生產總值的下降和新冠緊急措施的影響，導致意大利債務負擔

沈重，2020年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5.6%，而2019年為134.6%。

秘魯首都約40%新冠病例
感染在巴西發現的變異病毒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長烏加特在新聞發布會上報告說，根據國家

衛生研究所(INS)對第二波疫情的研究，首都利馬大約40%的新冠肺炎病

例是由在巴西發現的變異毒株引起。

烏加特表示，在巴西發現的變異毒株的大多數感染病例出現在利馬

東部地區，原因是利馬市東部區域是秘魯東部人員進入利馬的路線。

烏加特表示，這些信息有助於公民加強護理，以防止新冠病毒的傳

播，而政府將繼續努力改善衛生系統。

另一方面，秘魯政府當地時間24日宣布，從29日起，全國19個省

的新冠病毒擴散風險轉變為“極端高”，這些地區的人口為520萬。

國防部長埃斯帕奇指出，3月29日至4月11日期間，全國14個省的風險

級別調整為“高”，163個省為“非常高”，19個省為“極端高”。

同時，作為一項特殊措施，秘魯政府在4月1日至4日聖周假期期間

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隔離，以遏制新冠病毒擴散。在隔離期間，只能步行

或騎自行車外出購物，禁止私家車通行，每個家庭只允許一個人外出。

同時，商店、超市、市場和藥店將從當地時間早上4點到下午6點提供

服務。藥店和餐館可24小時提供外賣服務。

這四天內，政府將允許公共交通和正規出租車運行。國內航空客運

將在1、2、3日暫停。4日將允許外出，因為許多人可能會結束假期返回

，國際航班不受限制。

內塔尼亞胡宣布贏得大選
能否順利組閣仍是未知數

秘魯600年歷史吊橋倒塌墜河
因疫情耽誤維修 綜合報導 秘魯RPP電臺消

息，秘魯庫斯科地區文化局稱

，有著600年歷史、由印加人

在秘魯建造的一座古老吊橋倒

塌，並掉入河裏。

據報道，倒塌原因可能是

新冠疫情延誤吊橋維修所致。

通常，每年6月的第二周，當

地成千上萬的人會一起修橋。

而這為期三天的修橋儀式被秘

魯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

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活動。

這座寬1.2米、長 28米的

吊橋是著名的印加公路系統的

一部分。而印加公路系統是數

百年前修建的公路網，連接著

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

玻利維亞、智利和阿根廷，被

認為是前哥倫布時代南美洲最

廣泛、最先進的運輸系統。目

前，專家們已前往現場尋找可

能通行的解決辦法。

默克爾：德國當前的疫情形勢跟與去年完全不同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聯邦議

會發表講話，稱當前的疫情形勢與去年完

全不同。她警告了變異新冠病毒的風險，

並要求歐洲擴大疫苗生產的能力。

默克爾當天回顧了過去一年的疫情發

展，認為2020年夏天跟現在相比情況要

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沒有人預見到會出現

變異新冠病毒。她坦言，如果沒有變異新

冠病毒，從去年11月起開始實施的封鎖

令早就應該奏效，而不是時至今日德國民

眾仍深感憂慮，不知道何時生活才能夠恢

復正常。

默克爾稱贊了聯邦與各州政府本月初

推出的分步驟解封措施，認為按照地區、

而不是一刀切執行統一的防疫政策是正確

的做法。在她看來，學校定期展開病毒測

試對於解封至關重要。聯邦政府雖然無法

為全德的4萬所學校和上千家日托機構單

獨提供測試，卻可以大力支持各地為此推

出的解決方案。默克爾同時要求企業也定

期為員工進行病毒測試，稱聯邦政府將履

行監管職責，確保至少90%的企業能夠做

到這一點。

原本默克爾當天的講話應是針對她晚

些時候出席歐盟峰會的立場進行表態。但

此前一天，她出人意料地宣布取消23日

淩晨剛剛推出的“長假封鎖”，決定並公

開檢討、向公民致歉，表示造成這一混亂

都是自己的錯、會負全部的責任。因此，

25日在聯邦議院，默克爾主要針對德國

的防疫工作進行了一番論述。她重申“已

經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德國最終必將

戰勝病毒。

值得一提的是，默克爾在講話中還呼

籲歐盟成員國盡快推動7500億歐元復蘇

基金的運作，並強調了歐洲加強自身疫苗

生產能力的重要性，稱比起依賴其他國家

的供應，歐洲更應該確保在自己的土地上

生產足夠的疫苗，以從根本上解決疫苗短

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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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關於一名前警官對
手 無 寸 鐵 的 喬 治 • 弗 洛 伊 德
（George Floyd）過度使用武力的審
判開始了，這場審判是在特別的安
保措施下進行的。

正在起訴此案的特別助理檢察
長傑里•布萊克威爾說：“警官德
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背叛
了他的警徽，他對弗洛伊德先生的
身體使用了過度和不合理的武力，
他用膝蓋頂住他的脖子，還有他的
背部，碾壓他，直到他的呼吸停止
。”

布萊克威爾先生說：“當弗洛
伊德先生陷入困境時，他並沒有幫
助他，他也阻止了其他人幫助他。
”

布萊克威爾先生為陪審團播放
了一段弗洛伊德先生被摁在大街上
的視頻，當時很多旁觀者懇求警官
檢查他的脈搏。

布萊克威爾先生說：“你可以

相信你的眼睛。這是兇殺案，是謀
殺。”

沙文的律師埃里克•尼爾森預
計將在周一晚些時候做開庭陳述。
沙文先生今年45歲，被控三級謀殺
和二級殺人罪。

2020 年，段視頻助長了幾個月
的抗議活動，引發了一場關於警察
對黑人嫌疑人使用武力的辯論，以
及政府對執法的資助是否應該重新
轉向社會服務和其他項目。

政府官員已經制定了一項大規
模的安全計劃，試圖防止去年夏天
的大範圍搶劫和縱火事件，包括燒
毀一個轄區的房子。大型軍車和明
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的部隊在明尼
阿波利斯市中心亨內平縣政府中心
周圍的圍欄後守候，審判正在那裡
進行。

審判預計將把視頻與醫學證據
對立起來。縣法醫判定弗洛伊德先
生的死亡為凶殺案，並將原因列為

心肺驟停，複雜的原因是執法制服
、約束和頸部壓迫。縣里的屍檢表
明，弗洛伊德先生患有心髒病。

辯方認為，藥物和心髒病導致
了弗洛伊德先生的死亡，並指出法
醫沒有發現他的頸部和背部受傷的
證據。
另外三名官員被控教唆二級謀殺和
過失殺人，預計將在 8 月面臨審判
。其他被告的律師已經提出申請，
表示他們無罪。

在法庭訴訟開始前不久，弗洛
伊德一家的首席律師本•克魯普和
弗洛伊德的家人在大樓外舉行了新
聞發布會。

該市於 3 月 12 日宣布與弗洛伊
德家人達成 2700 萬美元（約 1.8 億
人民幣）的和解。法官在和解後拒
絕了辯方提出的移送審判的請求，
稱該案已廣為流傳，以至於改變地
點不會導致更公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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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尼克國際兒童頻道下令刪除在美國播出的兩集“海綿寶寶”，負責人的
理由是：這兩集內容不適合兒童觀看，其中的內容極其敏感和令人不安。一集是“蟹老闆的中
年危機”，另一集則是“黑麥草流感”。

“海綿寶寶”是美國著名的系列電視動畫，於1999年在尼克國際兒童頻道開播，創始者是
史蒂芬•海倫伯格（已去世）。以海底世界為基礎，講述了生活在海底的動物們的喜怒哀樂，
因畫風和情節幽默且富有想像力，被翻譯成不同語言，迅速在全世界傳播，至今已經播出了十

一季，成為美國乃至世界電視節目歷史上最受孩子們喜愛的動畫系列片之一。
而就在不久前，美國尼克國際兒童頻道下令對其中的兩集進行下架刪除處理，並指出

這兩集並不適合兒童觀看，其中一集中“偷內衣”的情節會對兒童身心成長造成不良
影響，該集講述了蟹老闆為了擺脫日復一日的沉悶的生活和海綿寶寶等三人一起去偷
女士內衣，畫面及語言變態又猥瑣。
另一集則講述了“黑麥草流感”事件，海底世界的衛生檢查員要求將所有感染的動物

隔離，並且引起了一系列不良狀況，甚至每一個被懷疑患有這種疾病的人都需要被關
起來。頻道的負責人表示：在目前疫情的情況下，這種感染隔離的情節變得很敏感，
我們不希望孩子們過分關注病毒，所以我們決定不再進行繼續播放。
針對美國尼克國際兒童頻道的這種做法，有西方媒體表示：下架的措施反映了尼克國

際兒童頻道對保護兒童的關切。其實在龍妹妹看來，“黑麥草流感”事件完全是小題
大做了，截至3月29日，美國累計確診30962803人，累計死亡562526人，疫情遠遠沒
有得到該有的控制，甚至仍處在非常危險的境地，肆意聚集不戴口罩仍是常態，讓孩
子們從小樹立對疫情的重視才是美國尼克國際兒童頻道應該做的事。
毋庸置疑的是，“海綿寶寶”確實是個很受歡迎的動畫片，正因為它的知名度，才被

一些別用用心的人鑽了空子。龍妹妹查閱了一些資料發現，“海綿寶寶”自播出以來
有很多情節受到過爭議，但其中一集因膚色歧視影響最大。
為了參加“日光浴派對“，海綿寶寶將自己的身體塗滿棕褐色的冰淇淋，隨著溫度越

來越高，海綿寶寶身上的冰淇淋逐漸融化，露出了他乾巴雪白的身軀，隊長海豹卻對
著海綿寶寶突然下跪，並表示這才是最尊貴的膚色！
該集一經播出立刻引起了美國民眾的不滿，稱之為“赤裸裸的歧視“，更有人稱：這

簡直就是將種族歧視從娃娃抓起。
從之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到現在引發的多地襲擊亞裔的暴力事件充分反應了美國一

些白人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 的歧視心理，不僅是美國社會帶來的問題，對自詡為“民主燈
塔”的美國來說，美式人權的遮羞布也該揭一揭了。

（綜合報導）《經濟學人》周刊（The Econo-
mist）和輿觀調查公司（YouGov Poll）近期聯合民
調數據顯示，每10個美國居民中有將近7人稱，亞
裔美國人在美國受到歧視，該數字高於非裔美國人
。

該調查於3月20日至23日在1500名美國成年
人中進行。據調查數據顯示，有33％的受訪者稱，
亞裔受到非常嚴重歧視（great deal），有36％的人
認為歧視程度相當高（fair amount），24％受訪者

認為亞裔沒有受到嚴重歧視，其餘的人則表示根本
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相比較，認為非裔美國人受到
非常嚴重歧視（39%）或歧視程度相當高（29%）
的美國居民比例為68％。

本月16日，一名21歲白人男子在美國亞特蘭
大地區的三家按摩店槍殺8人，其中6人為亞裔女
性。美國反仇恨亞裔組織表示，槍擊事件是“無以
言表的悲劇”，會進一步加劇亞裔群體的恐懼和痛
苦。

民調：近7成美國人稱亞裔遭受歧視
數據高於非裔美國人

弗洛伊德案在特別安保中進行弗洛伊德案在特別安保中進行，，檢察官說該警察檢察官說該警察““背叛了背叛了””他的警徽他的警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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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宣講會在穗舉辦 推2000職位招賢

職位待遇吸引 港青應聘踴躍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帥誠、

通訊員 陳義珠 朱

元 廣州報道）香

港特區政府提出“大灣區青年就

業計劃”，資助企業聘請香港青

年北上到大灣區工作，月薪不低

於18,000元（港元，下同），工

作地點包含大灣區多個城市，工

作範疇囊括小學教師、動漫品牌

經理、數據分析師等數百個種類

繁多的職位。3月27日在廣州員

村工人文化宮舉辦的“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宣講會上，香港勞

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通過線

上視頻介紹的香港今年推出的就

業計劃。

���
�&

據了解，這次宣講活動共有40名香港青年參
加，線上直播講解期間也有近百位港青大學

生在線觀看。何啟明在解讀就業計劃時指出，計劃
主要面向持有香港或香港以外大學（含大專院校）
在2019年-2021年頒發的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香港居
民，共推出職位名額2,000個，其中700個為科創
職位，企業提供的職位月薪不低於18,000元，香港
政府將按照企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向企業發放津
貼，為期最長18個月。

科創職位兩地各培訓至少半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推出的職位中，一般職位

需長時間派駐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而科創職位
則需在香港及大灣區的其中一個內地城市參與科創
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時間各需約6個月-12個月。

創業者：萬元津貼減企業壓力
作為這場宣講會的承辦方，廣東高校香港學生

聯合會（粵港聯）秘書長陳童介紹，此次活動報名
的港生非常踴躍，大家普遍認為就業計劃中的職位
待遇吸引力很大，並希望這一計劃的時間和招聘限
制能夠進一步放寬，為許多仍在內地就學的港生提
供機會。

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的創業港青鄭汶珠則是
以香港企業家的身份參加了宣講會。“計劃中提
到香港政府會按照企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發給企
業10,000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這對我
們想招聘香港員工的企業來說可以減輕不小的壓
力。”她表示，將為自己在廣州創辦的日晞教育
遞交申請，希望能為在灣區的香港畢業生提供更
多就職崗位。

另一位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的周琳在校期間就
讀的是中文專業，畢業後也曾從事過教師職位。
“看到就業計劃中有不少小學教師的職位，可惜自
己正在讀研無法申請，但也會推薦身邊符合條件的
同學去報名。”

廣東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粵港
聯）秘書長陳童：

就業計劃中提供的職
位和待遇，對於剛畢
業的學生來說非常有
吸引力，但因為畢業年限的門
檻，許多尚未畢業的同學無法參
加，希望就業計劃能夠繼續延
長。

創業港青鄭汶珠：

作為港青創業者，看
到就業計劃能夠為符
合條件的招聘企業提供
津貼，對我們公司來說也有很大的
吸引力，本身我們的香港員工就佔
到三分之一，如果能夠參與到計劃
中能夠為公司減輕不小壓力。

中山大學港生麥攸安：

計劃非常適合在灣區
讀書的港生，我看過
很多參與這個計劃的
企業是內地和香港兩地都
需要培訓工作的，我們恰恰就是
兩地都非常了解的學生，參與這
個計劃不僅可以發揮最大優勢，
還能在實際工作中更深入了解兩
地，補貼後的薪酬水平也於大灣
區平均值之上，綜合以上這個計
劃是很有吸引力的。

港青林偉樂：

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將
近年港人在灣區內地
城市的求職需求和對
應的職位供應數據進行梳理發
布，方便香港畢業生在求職時能
有所參照，有港生畢業後在網上
投了多份簡歷但是都沒有回應，
時間長了難免產生質疑，如果官
方能在求職技巧和應聘常識方面
給出指導會更好。

企業空缺職位招聘畢業生過程

計劃於2021年1月8日推出，並開始接受企
業提交空缺申請。

對空缺職位進行初步審核，以確保有關空缺
符合計劃的規定。

空缺職位通過初步審核後，企業可進行招聘
合適的畢業生，並提交津貼初步申請及住宿安
排申報表。

畢業生最遲須於2021年8月入職。

企業可在聘用首位畢業生後，每三個月以郵
件方式向秘書處提交津貼申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1

2

3

4

5

港青觀點及建議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宣講會宣講會
現場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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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保險業者看準疫情與施打疫苗
議題，紛紛推出防疫保單，並研擬疫苗險。國
泰產險表示，如果民眾因為施打疫苗產生副作
用，導致身體不適住院，有機會日賠金額最高
達新台幣2000元。

台灣首批AZ疫苗自3月22日開始施打，
不少民眾也因為施打疫苗，重新檢視手上保單
，不過有些防疫保單多聚焦在法定傳染病，忽
略其他疾病風險。

國泰產險表示，近期推出的防疫保單 「心
疫滿分」，同時涵蓋突發疾病住院保障。如果
民眾因為疫苗所衍生的副作用，導致身體不適
而住院，這種不適反應是保單生效前 180 天內
未曾診療過的疾病，就符合突發疾病醫療保險
住院給付的要件給予賠償。

國產產險指出， 「心疫滿分」專案除了法
定傳染病隔離費用最高2萬元、法定傳染病確
診補償最高6萬元，當民眾施打疫苗後產生不

良反應而住院治療，而那項不良反應是投保前
180天內沒有就診過的疾病，就可以申請500至
800元的保險金，如果是情形較為嚴重住進加護
病房治療，每日保險金則為2000元。

國泰產險指出，如果沒有疫情時， 「心疫
滿分」可以保障一般疾病風險，同時也包含施
打疫苗可能引發的風險，以及疫情時的隔離與
確診風險。提醒民眾施打疫苗前，必須了解接
種注意事項，並非每個人都適合打疫苗，選擇
保險時，也要考慮完整的風險轉移，保障內容
不要過於單一。

除了防疫保單外，也有保險業者研擬推出
疫苗險，由於屬於新型態保單，必須經過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核准後才能開賣。

保險局日前表示，富邦產險及安達產險2
家公司已經搶頭香申請送件，將依程序審查、
給予改善意見，等業者補正後，就會盡快核准
產品上市。

(綜合報道）台灣已經數十年沒有經歷通貨膨脹，每隔一陣子，學者專家便會討論通膨議題，
但都未真正發生，不過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今天表示，未來1到3年內發生通膨，
「我不會驚訝」。

「這次可能真的要來，比之前都還要可能」，劉憶如直言，很多人會比較後疫情時代與金融
海嘯時期，認為都是大舉實施貨幣寬鬆政策，上次沒有通膨，這次應該也不至於。

不過她認為，這次不一樣，股市、房市已經漲很多了，投資人開始對 「還要買股嗎」打上問
號。

另一方面，台灣疫情過後，沒有走到封城這一步，去年仍有一波 「報復性消費」，劉憶如表

示，可以想見，美國疫情比台灣更嚴峻，很多需求受到壓抑，當疫情趨緩，美國需求爆發會更強
勁，經濟復甦加上政府推動公共建設，原物料價格也會上揚。

劉憶如進一步指出，疫情造成很多供應鏈斷掉，這是後疫情時代和金融海嘯後的最大差異
， 「需求大幅增加、可是供給沒跟上，物價就會上去」。

劉憶如補充，通貨膨脹有個特性是 「自我實現」，這也是全世界政府都不喜歡談通膨的原
因，因為談多了、預期心理加深，通膨就可能真的來臨；但資金更寬鬆、股市房市價格已高、需
求強勁彈升供給面卻沒跟上 「（通膨）這次可能真的要來了」。

內政部檢討車道車位不計入公設
房仲：貼近民眾期待

（中央社）內政部次長花敬群今天說，車道車位不應計入公
設，盼下會期擬提修法。對此，房仲分析，使用者付費比較貼近
民眾期待，也有助於減少建商灌水，不過如何定義和配套則有待
討論。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邀花敬群列席，有立委質疑新成屋
公設比沒有標準，花敬群指出，確實有瑕疵，需要檢討，像是車
道、車位等公設 「不可以計入樓上公設一起來算」，希望立法院
下會期提出相關法案。

台灣房屋集團趨勢中心執行長張旭嵐分析，地下室車道車
位不納入公設，主要是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也比較貼近民眾期待

。不過，許多新大樓會在地下
室設置資源回收室、機電室，
或是免費機車車位等公共空間

，人員進出可能會運用到車道，認為實務上可能需進一步釐清的
定義和配套做法。

屋比房屋總監陳傑鳴表示，建商把車道、車位納入公設是
常見的灌水總坪數的手法，像是把車道、車位灌到大公，讓所有
住戶負擔這可能用不到 「公設」，然後，又把車道、車位賣給有
買車位的住戶，等於同一產品賣2次，衍伸許多交易糾紛，未來
若修法不納入公設，將有助於減少這些灌水的狀況。

陳傑鳴也提醒，一般車位坪數落在8坪至12坪都屬於正常
範圍，如果民眾發現車位坪數有過小的狀況，可能就是有不少坪
數灌到公設內的狀況，需要特別留意。

公設分為 「大公」與 「小公」，大公是指全體住戶共同持分
、能夠共同使用的空間，像是大廳、管理室等，小公則是指由部
分住戶共同分擔，像是電梯間、走道等。

陳傑鳴說，車位若登記在 「大公」，則此車位屬於 「共有
專用」，由社區全體住戶共同持有產權，民眾購屋這類房子時，
須查明是否記錄車位編號、由哪一戶專用，且應瞭解管委會對於
車位是否有分管協議，若協議規定僅限該車位所有權人停車，則
無法對外出租使用。

若登記為 「小公」，則由部分住戶共同持份管理，這類房
子買賣法定停車位時，僅限同社區的區分所有權人才能購買，不
能對外交易。

後疫情時代通膨將來臨？劉憶如：可能真的要來了

防疫保單涵蓋疫苗副作用 保險業推出
最高日賠2000元

台美教育倡議雙語教育研討會開幕式台美教育倡議雙語教育研討會開幕式
「「台美教育倡議－雙語教育研討會台美教育倡議－雙語教育研討會」」 開幕式開幕式2929日在高雄中山大學舉行日在高雄中山大學舉行，，教育部長潘文忠教育部長潘文忠

、、美國在台協會美國在台協會（（AITAIT））處長酈英傑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Brent Christensen））、、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及高雄市長陳及高雄市長陳
其邁其邁等人出席等人出席，，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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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柬代柬--檢送休士頓中華公所主辦檢送休士頓中華公所主辦
雙十國慶籌備會正副主任委員改選事雙十國慶籌備會正副主任委員改選事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健康食療講座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健康食療講座
鄧雅如談鄧雅如談 「「慢活不怕老慢活不怕老++ 烹飪示範烹飪示範」」

亞裔人民大團結全美亞裔人民大團結全美6060城市民眾群起抗議反亞裔暴力城市民眾群起抗議反亞裔暴力

各位僑團負責人及僑學先進各位僑團負責人及僑學先進：：
休士頓中華公所謹訂於四月十一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僑教休士頓中華公所謹訂於四月十一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僑教

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票選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票選 20212021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正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副主
任委員的活動任委員的活動。。敬請有興趣的僑界社團負責人盛情出席捧場敬請有興趣的僑界社團負責人盛情出席捧場
。。

候選人須有五個社團聯署候選人須有五個社團聯署，，並附上連署推薦表格並附上連署推薦表格。。請用請用
EmailEmail 在四月七日中午十二時前送到在四月七日中午十二時前送到：：

John Loh Email: Jlohtx@gmail.comJohn Loh Email: Jlohtx@gmail.com 和和
Maria Kong Email: mkongMaria Kong Email: mkong18181818@gmail.com@gmail.com 和和
Sam Hwong Email: SamhwongSam Hwong Email: Samhwong8888@gmail.com@gmail.com
如四月一十日無法親自參加投票的社團負責人如四月一十日無法親自參加投票的社團負責人，，請將社請將社

團代表姓名及社團職稱團代表姓名及社團職稱，，以以 EmailEmail 於四月九日下午六時送往於四月九日下午六時送往
上述上述 Email Address.Email Address.

謝謝謝謝!!
黃泰生黃泰生
江麗君江麗君 共同主席共同主席 敬啟敬啟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中華老中華老
人服務協會人服務協會」」於上周四下午在線上舉行於上周四下午在線上舉行
健康食療講座健康食療講座，，由會長趙婉兒主持由會長趙婉兒主持，，邀邀
請鄧雅如女士談如何請鄧雅如女士談如何 「「慢活不會老慢活不會老」」，，
並現場教授大家製作升糖指數低並現場教授大家製作升糖指數低，，纖維纖維
質含量高的腰菓醬質含量高的腰菓醬，，配以全麥麵包配以全麥麵包、、全全
麥吐司麥吐司，，吃得健康吃得健康，，延緩衰老延緩衰老，，撕掉年撕掉年
齡的標籤齡的標籤！！

鄧雅如女士的演講從老年人最害怕鄧雅如女士的演講從老年人最害怕
的的 「「阿滋海默症阿滋海默症」」談起談起，，血糖高血糖高、、斑塊斑塊
沈積沈積，，影響大腦影響大腦。。而高血糖而高血糖，，也是影響也是影響
腦部斑塊清除腦部斑塊清除，，六成的人口造成六成的人口造成 「「失智失智
症症」」。。因此因此，，要維持正常體重要維持正常體重，，運動運動，，
飲食飲食，，尤其尤其 「「運動運動」」，，可增加胰島素的敏感性可增加胰島素的敏感性。。而運動累積到而運動累積到
150150分鐘分鐘，，身體應無問題身體應無問題。。鄧雅如女士說鄧雅如女士說：：升糖指數應以升糖指數應以5050為中為中
界界。。低於低於5050，，血糖升高的時間長血糖升高的時間長，，不會讓胰島素如此疲倦不會讓胰島素如此疲倦。。因因
此此，，可以吃升糖指數低可以吃升糖指數低（（低於低於5050，，沒有飽足感沒有飽足感），），因此因此，，可以可以
吃一些纖維質含量高吃一些纖維質含量高，，GIGI 質低的全麥麵包質低的全麥麵包、、全麥吐司全麥吐司。。而一般而一般
人常吃的如蛋糕人常吃的如蛋糕、、飲料飲料、、甜圈圈等甜圈圈等，，則升糖指教高則升糖指教高。。

因此因此，，鄧雅如推薦大家吃一些蔬菜鄧雅如推薦大家吃一些蔬菜、、全榖類全榖類、、堅果類的食堅果類的食
物物，，好好運動好好運動，，運動不要偏食運動不要偏食。。如勾腿如勾腿，，可防可防 「「肌少症肌少症」」。。初初
期期，，可作認知運動可作認知運動（（6565 歲以上歲以上），），身體作中身體作中、、強度運動強度運動，，以以

「「安全安全」」為考量為考量，，從從100100 數回數回11，，再升出來手再升出來手，，可拍手可拍手，，從從11數數
到到2020，，也可拍手也可拍手、、抬腳抬腳。。希望在運動時撕掉年齡的標籤希望在運動時撕掉年齡的標籤，，大家大家
很優雅的年老很優雅的年老，，並同樣看待這些壓力並同樣看待這些壓力。。

鄧雅如在烹飪示範時鄧雅如在烹飪示範時，，特別教大家作一道含不飽和脂肪酸特別教大家作一道含不飽和脂肪酸
，，可減少冠狀病發生的腰菓醬可減少冠狀病發生的腰菓醬，，將腰菓加杏仁奶將腰菓加杏仁奶，，打成奶狀打成奶狀，，
（（ 按按11::22的比例的比例））再下去煮再下去煮，，加豆腐加豆腐、、燕麥片燕麥片、、洋蔥洋蔥、、核桃核桃，，還還
可加大蒜醬可加大蒜醬，，油脂油脂（（取自堅果取自堅果））加上薑黃加上薑黃、、腰果等腰果等，，有足夠的有足夠的
營養營養，，讓大家改變變老的過程讓大家改變變老的過程，，樂觀看待變老樂觀看待變老，，我們可以慢慢我們可以慢慢
老老，，活得更好活得更好！！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針對亞裔的攻擊美國針對亞裔的攻擊、、犯罪事件日犯罪事件日
益嚴重益嚴重，，近日各地都有反亞裔歧視的大遊行近日各地都有反亞裔歧視的大遊行，，高呼停止歧視亞洲高呼停止歧視亞洲
人人。。大批民眾上街高呼大批民眾上街高呼 「「停止仇視亞洲人停止仇視亞洲人」」 ，，要求當局重視亞洲要求當局重視亞洲
人的處境人的處境。。此外此外，，不少美國非裔與拉丁裔等族群也到場聲援不少美國非裔與拉丁裔等族群也到場聲援，，呼呼
籲美國人應團結一致籲美國人應團結一致，，拒絕種族主義拒絕種族主義。。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幾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幾
間由亞裔經營的按摩水療館發生重大槍擊血案後間由亞裔經營的按摩水療館發生重大槍擊血案後，，迄今全美多處迄今全美多處
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要求終結反亞裔暴力要求終結反亞裔暴力。。有有6060個城市舉行類個城市舉行類
似集會似集會，，除了亞特蘭大除了亞特蘭大，，也包括紐約也包括紐約、、舊金山舊金山、、洛杉磯洛杉磯、、芝加哥芝加哥
、、底特律底特律、、波特蘭等波特蘭等。。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聯邦調查局FBIFBI將仇恨犯罪定義為出將仇恨犯罪定義為出
於種族於種族，，宗教宗教，，性取向和其他因素的動機而構成的刑事犯罪性取向和其他因素的動機而構成的刑事犯罪。。其其
犯罪例子包括攻擊和毀壞財物犯罪例子包括攻擊和毀壞財物。。聯邦調查局每年聯邦調查局每年1111月發布上一月發布上一
年的年度仇恨犯罪數據強烈表明年的年度仇恨犯罪數據強烈表明，，20202020年將是本世紀反亞裔仇年將是本世紀反亞裔仇
恨犯罪最糟糕的一年恨犯罪最糟糕的一年。。

20202020年在美國人口最多的年在美國人口最多的1616個城市中個城市中，，有有122122起反亞裔仇起反亞裔仇
恨犯罪事件恨犯罪事件。。這一數字比上一年增長了近這一數字比上一年增長了近150150％％。。這個數字比這個數字比
20192019年增長了年增長了99倍多倍多。。其他費城其他費城，，克利夫蘭克利夫蘭，，聖何西和洛杉磯聖何西和洛杉磯
四個美國城市也報告的反亞裔仇恨犯罪增加的幅度達到三位四個美國城市也報告的反亞裔仇恨犯罪增加的幅度達到三位，，去去
年由仇恨煽起的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攻擊在美國各大城市增加年由仇恨煽起的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攻擊在美國各大城市增加，，某某
些城市增加幅度百分比達到三位數些城市增加幅度百分比達到三位數。。進入今年進入今年，，這一令人不安的這一令人不安的
趨勢仍在繼續趨勢仍在繼續。。反亞裔仇恨犯罪率的增加在紐約市是最高的反亞裔仇恨犯罪率的增加在紐約市是最高的，，紐紐
約是美國最大的城市約是美國最大的城市，，亞裔人口眾多亞裔人口眾多。。警察在這裡調查了創紀錄警察在這裡調查了創紀錄
的的2828起涉及亞裔美國人受害者的事件起涉及亞裔美國人受害者的事件。。反種族主義團體反種族主義團體 「「ANAN--
SWERSWER聯盟聯盟」」 代表張茱迪代表張茱迪（（Judi ChangJudi Chang））表示表示，，20192019冠狀病毒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疾病疫情 「「這一年來這一年來，，仇視亞裔的暴力行為愈來愈激烈仇視亞裔的暴力行為愈來愈激烈」」 。。與許與許

多人一樣多人一樣，，張茱迪將排亞情緒飆升張茱迪將排亞情緒飆升，，歸歸
因於一些政治言論將中國視為一項威脅因於一些政治言論將中國視為一項威脅
。。她告訴法新社她告訴法新社，， 「「我所認識的每一個我所認識的每一個
亞裔人士亞裔人士，，都是騷擾都是騷擾、、攻擊的受害者攻擊的受害者。。
我們遭唾棄我們遭唾棄、、辱罵辱罵、、怒視怒視，，人們看到我人們看到我
們還會躲開們還會躲開。。」」

在華盛頓唐人街在華盛頓唐人街，，有約百人齊聚示有約百人齊聚示
威威，，高舉標語寫著高舉標語寫著：： 「「我不是病毒我不是病毒，，也也
不是敵人不是敵人，，而是華裔美國人而是華裔美國人。。」」 冠狀病冠狀病
毒疫情去年初在美國擴散時毒疫情去年初在美國擴散時，，包括時任包括時任
總統的川普等政治人物將病毒指稱為總統的川普等政治人物將病毒指稱為
「「中國病毒中國病毒」」 ，，這在紐約亞裔社區中產這在紐約亞裔社區中產
生災難式效應生災難式效應。。 很多人受到影響很多人受到影響；；暴力暴力
事件持續上演事件持續上演，，導致他們連家門都不敢導致他們連家門都不敢
出出。。許多普通人對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經許多普通人對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經
濟和社會影響感到沮喪或憤怒並因此而濟和社會影響感到沮喪或憤怒並因此而
把亞裔美國人當作替罪羊把亞裔美國人當作替罪羊。。

20202020年年33月至月至20202020年年1212月針對亞月針對亞
裔美國人的裔美國人的28002800多起種族主義和歧視事多起種族主義和歧視事
件件。。其中口頭騷擾和拒斥行為構成了其中口頭騷擾和拒斥行為構成了
9090％以上的事件％以上的事件，，身體攻擊佔了將近身體攻擊佔了將近99％％
。。Stop AAPI HateStop AAPI Hate在上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在上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上述的事件中有上述的事件中有
126126起事件涉及起事件涉及6060歲以上的亞裔美國人歲以上的亞裔美國人。。上個月在舊金山灣地上個月在舊金山灣地
區發生了許多事件區發生了許多事件，，其中包括涉及一位其中包括涉及一位9191歲的亞裔人被一個陌歲的亞裔人被一個陌

生人猛地推倒在地生人猛地推倒在地。。在最新一起事件中在最新一起事件中，，2323歲的穆夫里希上週歲的穆夫里希上週
因涉嫌在紐約唐人街的一條街道上刺傷一名因涉嫌在紐約唐人街的一條街道上刺傷一名3636歲的亞裔男子被歲的亞裔男子被
捕捕。。

社會活動家聚集在社會活動家聚集在20212021年年33月月2727日在洛杉磯的市政廳舉行示威活動日在洛杉磯的市政廳舉行示威活動，，譴責反亞裔和太平譴責反亞裔和太平
洋島民的情緒和仇恨洋島民的情緒和仇恨

「「老協老協」」 會長趙婉兒主持會議會長趙婉兒主持會議。（。（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休士頓中華公所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American Organizations of  Houston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各位僑團負責人及僑學先進： 

 

    休士頓中華公所謹訂於四月十一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 

票選 2021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正、副主任委員的活動。敬請有興趣的僑界社團負責

人盛情出席捧場。 

 

    候選人須有五個社團聯署，並附上連署推荐表格。請用 Email 在四月七日中

午十二時前送到： 

                    John Loh Email: Jlohtx@gmail.com 和 

                    Maria Kong Email: mkong1818@gmail.com 和 

                    Sam Hwong Email: Samhwong88@gmail.com  

 

如四月一十日無法親自參加投票的社團負責人，請將社團代表姓名及社團職

稱，以 Email 於四月九日下午六時送往上述 Email Address.  

 

    謝謝! 

 

 

 

                                                    黃泰生 

                                                    江麗君 共同主席 敬啟   

 

 

鄧雅如老師示範鄧雅如老師示範 「「腰菓醬腰菓醬」」 製作的過程製作的過程。。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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