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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與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 結 縭 超 過 70 年 的 的 菲 立 普 親 王
（Prince Philip），被證實已經過世，享耆壽99歲。
根據他生前的要求，王室將不為他舉行國葬，僅舉行
皇家葬禮。

英國白金漢宮在聲明中表示，伊麗莎白二世已宣
布，她深愛的菲立普親王 9 日早晨已於溫莎堡
（Windsor Castle）安穩離世。伊麗莎白二世將進行
為期8天的哀悼，期間不會執行任何公務，包括簽署
國會訂立的法案，但可能會對外發表一段電視訊息。
英國王室的官方哀悼期則預計持續30天。直到菲立普
親王的喪禮結束前，全英都將降半旗致哀，僅有伊麗
莎白二世當下身處的建築物例外。

白金漢宮也已在門口張貼公告，宣布菲立普親王
逝世一事。在消息傳出後，大量民眾前往白金漢宮和
溫莎堡獻花，以水仙、鬱金香、玫瑰、百合等花束，
向女王的伴侶致意。

雖然英國將於5月6日舉行地方選舉，但英國各
政黨已宣布，將暫停相關競選活動。英國國會也將提
前1天結束其復活節假期，議員們將於12日提前返回
議院，以集體向菲立普親王致意。

《每日郵報》報導，由於菲立普親王生前要求
「不要大驚小怪」 ，王室將不為他舉行國葬，而是於
溫莎堡的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舉行皇
家葬禮，最後將安息於溫莎堡的弗羅格莫爾花園
（Frogmore Gardens）。屆時將不允許公眾瞻仰遺
容。不過倫敦預計在 「符合相關疫情規定下」 ，舉行
紀念性的軍事遊行儀式。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表示，他收到菲
立普親王死訊時 「十分悲痛」 ，並說菲立普親王為王
室獻上了他的一生，協助英國跨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等
難關，啟發無數年輕人，讓王室和君主制至今仍對英
國人民的幸福感和認同感 「至關重要」 。英國各界也
紛紛致上哀弔之詞。

菲立普親王辭世菲立普親王辭世 全英降半旗哀悼全英降半旗哀悼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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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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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recent weeks a group of vol-
unteers gathered in New York
Queen’s main street to patrol
the street. A group led by Ms.
Ting formed the group to watch
anything happening on the
street in order to help many se-
niors and to make sure they
are safe when they crossed the
street.

I remember many years ago
my old classmate Mr. Chan did
the same thing. He organized a
group of volunteers to patrol
Boston’ s Chinatown after
dark. Because of their help, the
safety of Chinatown was im-
proved dramatically.

We really admire these young
people. They all care about our
community especially in this
pandemic and anti-Asian hate
crime period.

We really want to see all Amer-
icans to try and organize such
volunteer groups to do the
same mission.

Asian Americans are in fear,
rage and anxiety these days.
We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We all hope we can make our
stores and community safer.

0404//1010//20212021

Volunteers Patrol On TheVolunteers Patrol On The
StreetStreet

十多位志工最近開
始在位於紐約曼哈頓華
埠及皇后區成立了民間
巡邏隊，在街頭發放傳
單和口罩， 為大紐約
地區日愈敗坏的治安提
供陪行和巡邏之工作。

我們對於這些志工
在此時此地提供之貢獻
表示非常的感謝，這也
再次證明我們社會上那
股自掃門前雪的時代已
經過去了。

多年前，我記得在
波士頓華埠我的同窗好
友曾任中華公所主席的

陳家驊兄，就組織了一
批手持棍棒的志工，每
當夜幕低垂時走在華埠
大街上巡邏，並立即為
警察提供可疑人士的行
蹤，效果非常明顯，頓
時改變了波士頓華埠之
治安成為大家的佳話。

全美對亚裔仇視事
件不斷增加，我們各地
社區應效法紐約、波士
頓之義舉，大家為社會
治安貢獻力量，絕對是
件必須和實際的好事。

紐約亞裔成立巡邏隊紐約亞裔成立巡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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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021 年 4 月 8 日，這些消息幾乎同時出現在
各大新聞機構的頭條上。迄今為止，俄羅斯軍隊集中在與烏克蘭
的邊界上進行演習，這是自2015年東巴斯最激烈的戰鬥以來最
大的一次。這是一個相當著名的調查小組的專家根據對開放數據
的分析所聲稱的。據他稱，俄羅斯出動了來自普斯科夫的第76
傘兵突擊師的人員和裝備的鐵路梯隊，以及來自克麥羅沃州的第
74獨立近衛摩托化步兵旅。

隨後，來自世界更權威的英國簡氏也發現，一些據稱屬於中
央軍區第119導彈旅的伊斯坎德爾高精度戰術導彈系統通過沃羅
涅日州新烏斯曼村向東北方向移動。該部隊是駐紮在烏拉爾地區
第41軍的一部分。導彈旅本身位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伊蘭
斯基村。因此，如果簡氏的信息是正確的，那俄羅斯為什麼要這
麼做？

事實上，俄羅斯國防部並不否認，增援部隊正在從四面八方
向烏克蘭邊境伸出援手，幫助已經足夠強大的南方軍區。為什麼
會這樣？因為這是莫斯科對基輔突然爆發的軍事活動的適當反應
。畢竟，另一方面，烏克蘭武裝部隊的主要部隊長期以來一直被
拉向頓巴斯。從今年1月開始，烏克蘭當局很久以前就開始了。
根據一些報告，烏軍綜合力量至少是頓巴斯的兩到三倍。沒有俄
羅斯的立即和有效的援助，他們無法抵擋，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
。

莫斯科正在有計劃地準備這種援助，他幾乎在世界面前這樣
做，顯然希望基輔至少在最後一刻停止戰火。然後，這僅僅是一
個軍事演習，一個戰略規模的恐嚇，並會限制。因此，準備開火
的大砲永遠不會開火，前線兩邊的成千上萬的人將安然無恙。

然而，對於烏克蘭將軍來說，莫斯科正在形成的軍事威脅對
他們來說，看起來如此明顯和具有明顯的教育目的呢？從俄羅斯
的部隊和鐵路梯隊向集中地區移動的方向來看，正在展示從貝爾
哥羅德、沃羅涅日、布良斯克和頓河畔羅斯托夫地區同時對烏克
蘭進行強大打擊的可能性。從克里米亞進行輔助打擊是可能的和
合乎邏輯的。

但這還不是全部。如果戰爭爆發，烏克蘭的所有海軍和黑海

海岸都處於非常脆弱的境地。因為俄
羅斯海軍同樣公開地開始準備對烏克
蘭進行大規模登陸行動。

早在 3 月，西方軍方就表示，俄
海軍波羅的海艦隊的一支戰鬥艦艇分
遣隊已經接近英吉利海峽，三艘大型
登陸艦"明斯克"、"加里寧格勒"和"科
羅列夫"在"博伊基"號護衛艦的陪同下
。他們能去哪裡，為什麼？

媒體猜測，三艘大型登陸艦實際
上正前往紅海。船上有開始在蘇丹建
造俄羅斯新軍事基地的材料。但仍然
沒有關於波羅的海艦隊通過蘇伊士運
河的信息。所以他們還在地中海這是
合乎邏輯的，如果他們要進入黑海，
而不是在紅海，那裡爆發了圍繞頓巴
斯的嚴重軍事和政治危機。

奇怪的是，4月8日，消息傳來，
確認了三艘戰艦來到了里海艦隊的主
要基地，待命，這對於這個船隊來說
簡直是前所未有的。

里海艦隊最強大的戰艦（塔塔爾斯坦號和達吉斯坦號，以及
斯維亞日斯克城堡號、烏格利奇號和大烏斯秋格號）的小型導彈
艦，船上有精確的口徑巡航導彈。如果戰鬥開始，他們中的任何
一艘，甚至從自己的碼頭，很容易發射巡航導彈擊中烏克蘭的任
何角落。

4月8日俄羅斯南方軍區說："作為冬季訓練的一部分，南方
軍區里海艦隊的10多艘登陸艇和砲艇和船隻正在從里海向黑海
進行跨艦隊過渡。同一天，同一新聞處的以下消息是： "昨天上
午，俄羅斯海軍里海艦隊開始向亞速海迅速部署部隊。由砲艦和
船隻、登陸艇和輔助艇組成的特混打擊編隊開始從馬哈奇卡拉過
渡，至少10艘。

那麼，有多少艘戰艦？ "十多艘"？還是"至少十艘"？即使在
出海近24小時後，指揮部也無法計算他們？

專家認為，隨著頓巴斯局勢的加劇，里海艦隊在這些時刻必
須完成一項突然出現的任務，這是一種真正的"野獸力量"。

除了上述 明斯克、加里寧格勒和科羅列夫三艘大型登陸艦
一起在塞瓦斯托波爾，這對於與烏克蘭的大戰來說並不為過。但
是，除了第810獨立近衛朱科夫團的作戰能力外，海軍陸戰隊旅
（塞瓦斯托波爾）和海軍陸戰隊第382獨立營（特姆魯克）將給
烏克蘭帶來額外的頭痛，

在這個時候，4月8日，烏克蘭海軍宣佈在黑海開始自己的
重大演習。沒有關於烏克蘭戰艦和船隻離開基地的報導。另一方
面，赫爾森、奧爾維、切爾諾莫爾斯克、奧德薩、南部和尼古拉
耶夫的港口被關閉。

為了防止頓巴斯戰爭為了防止頓巴斯戰爭 俄羅斯俄羅斯
正在里海準備一次重大的登陸行動正在里海準備一次重大的登陸行動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將於13日正式宣布將核污水排
入大海的決定後，各方輿論都開始擔憂。

反對最強烈的或許就是韓國。據韓媒報導，極為不滿的
韓國民眾正集中關注4月13日這天，日本政府會如何解釋這
一決定。

報導稱，受洋流等因素影響，一旦日本將核污水排入大
海，被污染的海水220天之後就會先抵達韓國濟州島，400
天后會到達韓國西海岸。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具體的排放時間預計會在兩年之後
。東京電力公司則表示，經過精密的過濾程序，絕大部分放
射性同位素都可以清除，只剩下放射性物質“氚”無法清除
。日本政府稱，處理後的核污水內放射性物質氚的含量僅為
世界衛生組織飲用水標準下的七分之一。

日本政府同時表態稱，呼籲當地政府和水產業者共同加
強對排放核污水放射性物質濃度的監測，承諾會繼續大力援
助當地的漁業和觀光業，並指出，如果因核污水排放對當地

產品的品牌形象產生損害，將由東京電力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

在飽受批評的情形下，日方為了安全性以及形象的挽回
，也準備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參與監督。

但韓國的輿論場還是不接受日方諸如此類的“藉口”，
《韓國時報》也以“便宜卻危險”為題批評過日本政府這一
計劃，指出這是一場“破壞海洋生態系統環境的災難”。

一直以來，韓國輿論始終認為，日本福島核污水的處理
方法不應由日本單獨決定，具體處理措施必須經過國際社會
的充分科學驗證。

據悉，去年10月，韓國濟州島知事曾就相關問題對日
本政府提起訴訟，韓國民眾也幾度聚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外進
行抗議。

福島核電站事故後，韓國從2013年起便對日本部分水
產品施加了進口禁令和檢測要求，一旦發現水產品含有微量
放射性物質，企業必須出具安全證書。

現階段，韓國仍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等8個縣捕撈和加工
的28種水產品。

另一方面，排放核污水對韓國國民健康和漁業也將造成
巨大影響。韓國水產業協同組合中央會曾預估，如果核輻射
污水排入大海，韓國國內傳統水產市場和大型超市水產品銷
售額將分別減少大約四成和兩成，韓國漁業將蒙受巨大損失
。

近年來，每當有日本將排放核污水的消息傳出時，韓國
水產品的銷量就會出現不同幅度的下降。

去年11月，韓國漁業界就公開表示，一旦日方排污入
海，韓方將聯合國際漁業界，以強硬舉措回應。

圍繞如何處置核輻射污水，韓國政府一直呼籲日方保持
信息公開、透明，強調保證民眾安全是最優先事項。韓媒認
為，有關核廢水排放的問題或將導致日韓對立繼續擴大。

核污水核污水220220天可抵濟州島天可抵濟州島，，韓方稱日方做法是韓方稱日方做法是““便宜但危險的災難便宜但危險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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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境內變異新冠病毒加速傳播
政府擬改變疫苗接種策略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部長奧斯卡· 烏加特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稱

，在巴西首次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在該國加速傳播，目前全國範圍內幾

乎所有省市均已有該種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

烏加特說，首都利馬約40%的確診病例感染的是在巴西首次發現的

變異新冠病毒，其中在利馬東區，該病毒的感染比例高達63%，在該國

東南部的馬德雷德迪奧斯大區，感染比例約為50%。

烏加特強調，由於秘魯大選臨近，衛生部已與全國選舉機構通力合

作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如增加投票站數量及延長投票時間等，以保障選

民安全有序投票和大選順利進行。

當地時間4日，秘魯衛生部發布公告稱，為使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取

得更理想的效果，從而更好響應民眾的需求和期待，政府擬從4月16日

起，將疫情高風險地區的全部民眾納入優先接種人群。屆時，相關地區

民眾將與60歲以上老年人和弱勢群體共同參加第二階段接種。

秘魯於2月9日正式啟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截至4月5日，秘魯全

國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達577447人。

根據秘魯衛生部門當地時間4日發布的最新報告，該國新冠肺炎累

計確診病例1582367例，累計死亡病例52877例。當前住院病例13561例

。累計康復病例1500582例。

首批新冠病毒自檢盒運抵希臘
老師學生每周須自我檢測

綜合報導 為應對感染者居高不下的嚴峻疫情，緩解醫療機構的壓

力，希臘從4月起免費發放居民可以使用的新冠病毒自行檢測工具。當

地時間4月3日，100萬個第一批新冠病毒自檢盒物資到達希臘。

據報道，這批物資將於4月6日運抵雅典-塞薩洛尼基城中心及城郊

的藥店。4月7日至8日，民眾可在城中心的藥店領取自檢盒。4月9日

，城郊的民眾也可開始領取自檢盒。自檢盒的發放將優先考慮老師和學

生(尤其是16-18歲的學生)。

隨後，自檢盒也會提供給18-67歲的民眾。鑒於絕大多數67歲以上

的人士已接種疫苗，發放自檢盒時將會最後考慮這一群體。

報道稱，老師和學生每周都必須進行自我檢測。學生家長僅需出示

希臘社保號(AMKA)，即可為學生領取自檢盒。活躍於沿海航運業、遠

洋航運業、零售業、餐飲業、旅遊業、加工業和法院的公民，每周也應

進行一次新冠病毒快速檢測。

專家指出，自我檢測不能替代流行病學檢測。自我檢測對個體而言

是早期自我診斷和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能夠確保對無癥狀患者“早診

斷、早隔離”。

據介紹，如果自檢盒上字母“C”和“T”兩欄均出現紅線，則測試

結果呈陽性。如果自檢盒上僅字母“C”一欄出現紅線，則測試結果呈

陰性。如果自檢盒上僅字母“T”一欄出現紅線，則測試過程有誤，需

重新測試。

如果自檢結果為陽性，則公民需登錄電子平臺，隨後根據自己的身份

提交聲明。電子平臺會向公民發送證明或短信。根據該證明或短信，公民

可前往公共機構或私人機構尋求專業人員的幫助，以進行二次檢測。

必須進行自檢的人群，且檢測結果呈陰性的，應提交免責聲明。雇

員及教育工作者以自己的名義提交免責聲明，未成年學生的免責聲明應

由父母或監護人提交。由於二次檢測而造成的課堂或工作缺勤，不應對

學生成績或員工工資造成影響。

法國住院患者超3萬人
法蘭西體育場變身疫苗接種中心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住院

患者突破3萬人，表明醫療系

統壓力還在增大。法蘭西體育

場變身疫苗接種中心，該中心

當天正式啟用並為民眾接種疫

苗。

法國衛生部疫情數據顯示

，目前法國新冠住院患者突破3

萬人，增至30639人，重癥患者

增至5626人，醫療系統壓力仍

在增大。法國新冠累計確診病

例現為4841308例，累計死亡病

例現為97301例。

法國官方將法國的國家體

育場——法蘭西體育場改造為

一個巨大的疫苗接種中心，該

中心於6日正式啟用，由於法蘭

西體育場所在的巴黎北郊塞納-

聖但尼省的疫情很嚴重，至少

一半的疫苗劑量將分配給當地

居民。疫苗接種中心啟用後，

立即有很多民眾在現場排隊等

待接種。

塞納-聖但尼省被法國輿論

普遍認為是巴黎最貧困的省份

之一，目前該省份的新冠發病

率為每10萬居民中有795名新

冠感染者，超過官方警戒閾值3

倍。

法國總理卡斯泰在內政部

長達爾馬寧、衛生部長維蘭的

陪同下前往法蘭西體育場視

察。他表示，該疫苗接種中

心能夠每周提供1萬次接種，

將可明顯提高疫苗接種規模。

他強調，只有通過疫苗接種，

才能擺脫疫情的困境。

卡斯泰表示希望法國能夠

在本周末之前實現接種1000萬

人的目標。根據官方統計，4月

以來衛生部門已經進行了100萬

次疫苗接種，疫苗接種速度在

加快，但與英國等國相比仍然

存在一定差距。

法國總統馬克龍 6日通過

遠程視頻在虛擬課堂與學生進

行了交流。對於遠程視頻中存

在的技術問題，馬克龍表示情

況正在改善。為應對疫情，學

校關閉，超過 1000 萬學生本

周需要通過遠程視頻的方式上

課。

歐盟批準法國政府
向法航註資40億歐元進行資產重組

綜合報導 歐盟6日正式批準法國政

府救助法國航空方案，準許法國政府向法

航註資40億歐元進行資產重組。

歐盟委員會當日在一份公告中稱，根

據法國政府提交的方案，40億歐元分為

兩部分，其一是將法國政府已撥付給法航

的30億歐元貸款轉為混合資本工具，其

二是法國政府將以認購新股的方式直接向

法航註資，額度最高為10億歐元。

公告顯示，歐盟對法航資產重組亦附

加一攬子條件，包括法航須減持在巴黎第

二大機場奧利機場的航班起降時刻資源

，以便為競爭對手拓展在奧利機場的業

務提供機會，同時要求對法航管理層嚴

格限薪，包括不得在救助期間向管理層發

放獎金，法國政府也要制定退出救助計劃

的時間表。

公告援引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的

執行副主席韋斯塔格的話稱，法國政府擬

通過註資40億歐元幫助法航渡過難關，

但也要進一步采取措施謹防扭曲競爭；法

航同意減持在奧利機場的航

班起降時刻資源相信將為競

爭對手帶來機會，確保歐洲

消費者獲得合理票價和更多

選擇。

作為法國航空業“龍頭

老大”，法航2004年與荷蘭

皇家航空合並，組成歐洲最大

的航空集團法航-荷航集團；去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集團經

營陷入困境，據統計2020年全

年虧損71億歐元，今年一季度

將再虧損13億歐元。

去年5月，歐盟曾批準法國政府向法

航提供總值70億歐元的緊急流動資金援

助，包括40億歐元國家擔保貸款和30億

歐元政府直接貸款，其後又批準荷蘭政府

向荷蘭皇家航空提供24億歐元國家擔保

貸款和10億歐元政府直接貸款，據此法

航-荷航集團共獲得104億歐元緊急流動資

金援助。

由於擔心市場競爭遭到扭曲，歐盟一

向對“國家援助”十分警惕，但新冠肺炎

疫情暴發後，歐盟不得不放寬審查標準，

準許成員國政府以撥款、減稅、提供擔保

等方式為企業紓困；除法航和荷蘭皇家航

空，去年6月歐盟曾批準德國政府救助漢

莎航空方案，準許德國政府向漢莎航空註

資90億歐元紓困。

俄要辦太空旅客“速成班”？
4個月幫你做好飛行準備

綜合報導 俄羅斯航天國

家集團公司旗下發射服務運營

商 Glavkosmos 總經理德米特

裏· 洛斯庫托夫表示，俄羅斯

專業人員準備幫助太空旅客，

在4個月內做好飛行準備。

洛斯庫托夫指出，“對

非專業的太空飛行參與者進

行培訓的時長約為15周，與

美國同行的提議相仿。”

3 月下旬，太空探險

(Space Adventures)公司駐俄羅

斯代表謝爾蓋· 科斯堅科曾表

示，計劃於2021年12月乘坐

俄羅斯“聯盟MS-20”飛船飛

往國際空間站的太空遊客已

抵達俄羅斯，並將於5月被介

紹給公眾。

據報道，俄羅斯航天集

團和太空探險公司2019年初

簽署了遊客首次組團飛行的

合 同 。 “ 聯 盟 ” 號 在

2001-2009年期間曾執行了與

太空探險公司簽署的合同，

向國際空間站輸送了7名旅客

，其中美國人查爾斯· 西蒙尼

成行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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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將增設6至7處場地
助韓朝離散家屬“視頻團聚”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

(KBS)報道，韓國統一部表示，在新

冠疫情繼續蔓延的情況下，有必要加

強韓朝離散家屬無接觸團聚基礎設施

，鑒於此，將在全國增設更多能進行

“視頻團聚”的場地。

據報道，統一部發言人李種珠表

示，韓方現有的13個視頻團聚場地大

部分位於首都圈，計劃在全國增設6

至7處視頻團聚場地，為離散家屬提

供方便。

李種珠強調，因新冠疫情等原

因，韓朝離散家屬很難實現面對面

團聚。鑒於此，政府將加強基礎設施

，以確保韓朝離散家屬通過視頻等無

接觸方式進行交流。

此外，韓國政府將從4月6日開

始至10月底，調查韓朝離散家屬現狀

，調查對象為已在冊的4.8萬多名韓

國國內外的離散家屬以及新登記的離

散家屬。

報道稱，韓國每隔6年進行一次

韓朝離散家屬現狀調查。繼2011年

和 2016 年後，2021 年將進行第 3次

調查。

暴雨侵襲印度尼西亞和東帝汶
致百余死數千人撤離

綜合報導 熱帶氣旋塞洛亞(Seroja)連

日來在印度尼西亞東南部和東帝汶降下暴

雨，引發洪水和泥石流。兩國災情至今造

成至少共160人死亡、數十人失蹤，數千

人被迫逃離家園避難。

據報道，塞洛亞挾帶強風豪雨，周末

在印度尼西亞和東帝汶引發洪災和泥石流

，許多小聚落頓時淪為泥濘荒地，樹木也

被連根拔起。

印尼國家抗災署表示，在西努沙登加

拉省和東努沙登加拉省的數座島嶼，合計

通報已至少有86人死亡、71人失蹤。

美聯社報道稱，印度尼西亞至少有

133人死亡，數十人失蹤，東帝汶有27人

死亡。

東帝汶政府也通報，泥石流、突發性

洪水和倒下的樹木，已在當地奪走至少27

條人命，7000人被迫撤離。東帝汶首都帝

力陷入汪洋一片，總統府前方變成一個泥

坑。

印尼國家抗災署發言人拉迪提亞·

賈迪表示，境內約有3萬人受到洪水影

響，當中有些人已經前往疏散中心避難

。但由於已有5座橋梁倒塌，加上部分

道路被倒下的樹木阻斷，救援行動困難

重重。

在印度尼西亞偏遠的弗洛雷斯島東弗

洛雷斯縣，滾滾泥流灌入住家、橋梁和道

路。比弗洛勒斯島更東邊的龍布陵島，有

些村莊局部被沖到山下並一路帶到海邊，

地方當局擔心有些遇難者遺體會一起被沖

走。

塞洛亞在印度尼西亞海邊掀起巨浪，

造成停靠岸邊的船只和快艇沈沒，數百戶

住宅和太陽能電廠等其他設施受損。

印度尼西亞氣象局表示，塞洛亞雖持

續遠離印度尼西亞，向澳大利亞西岸前進

，但未來24小時內強度可能增強，帶來

更多降雨和風浪。援救紓困民眾的行動恐

怕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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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島根縣知事丸山達也在東

京都內召開記者會，就此前討論取消的縣內

的東京奧運會聖火傳遞，轉變態度稱將允許

實施。

報道稱，鑒於新冠疫情下避免舉辦大型活

動的氣氛在全國蔓延，他將要求限制傳遞時隨

行的贊助商車輛的喇叭音量等，但即便該要求

未獲同意，也不會下令取消聖火傳遞。

作為實施傳遞的條件，丸山一貫要求也向

新冠疫情得到抑制區域的餐飲店提供追加支援

措施。圍繞轉變方針的理由，他列舉稱自民黨

幹事長二階俊博提及了編制2021年度補充預算

案的可能性，因此認為出現了該措施被納入預

算案的余地。

丸山在記者會上表示：“要想使其被納入

補充預算的討論，選擇取消聖火傳遞不會給餐

飲店帶來正面影響。”

丸山當天與東京奧組委相關人士磋商了實

施傳遞時的改善事項。據悉，在要求限制音量

後，奧組委方面回答說“可以討論”。

圍繞聖火傳遞，丸山此前把中央政府的疫

情對策不充分作為了討論取消的理由。他在記

者會上批評“對發生第三波的驗證工作不充

分”，表示將繼續要求在舉辦奧運的同時強化

防疫對策。

印度安全部隊遇襲致22死
印媒：或因假情報走入陷阱
綜合報導 印度安全部隊在切蒂

斯格爾邦與納薩爾派反政府武裝發生

激烈交火，已有至少22名印度士兵死

亡。有消息人士稱，安全部隊很可能

是受到了假情報的誤導，因此遭到伏

擊。

《今日印度》消息稱，多位消息

人士透露，印部隊是根據情報在相關

地區展開清掃，但當時有大批武裝人

員在同一區域等待。安全部隊遭到伏

擊後，與對方在非常近的距離進行了

超過3個小時的槍戰，有一名印度士

兵甚至先被對方砍掉手臂，再被槍擊

身亡。

一名不具名官員表示：“情報內

容如此具體是非常罕見的。如果內容

為真，那麼本能取得很大成果。現在看

來，武裝人員在該地區等待，更像是布

陷阱的行為。”消息人士稱，過去10天

內，有關武裝人員頭目行蹤的情報出現

，安全部隊的行動正是基於這些情報，

而武裝人員沒有使用簡易炸彈裝置，並

為長時間戰鬥做了準備。

目前，這場襲擊已導致22名印度

士兵死亡，不過有官員表示，武裝人

員也承受了很大的損失。還有官員指

出，一些在襲擊中死亡的士兵是因為

嚴重脫水，“有的士兵為了背走受傷

的同僚而扔掉了食物和水，該地區氣

候十分炎熱，不斷持續的槍戰導致了

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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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侵略戰爭釀嚴重人道災難
二戰後世界八成武裝衝突由美發起源於霸權思維

中國人權研究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人權研究會9日發表《美國對外侵略戰爭造成嚴重

人道主義災難》一文，歷數二戰後美國發動的主要侵略戰爭，用大量數據和事實，揭露了美國打着“人

道主義干涉”旗號對外動武的惡劣行徑。文章稱，二戰後至今，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了248次

武裝衝突，美國發起的超過八成，這些戰爭導致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不僅給涉事國造成傷害，

美國自身也成為其發動對外戰爭的犧牲品。文章並揭示，軍事行動導致人道主義危機源於美國的

霸權思維，而期待霸權主義國家去捍衛他國人權無異於與虎謀皮。

文章指出，美國一直自詡為“山巔之
城”，支持“天賦人權”，肩負

“天賦使命”，時常打着“人道主義干
涉”的旗號對外動武。自1776年7月4日
宣布獨立以來，在240多年的歷史中，美
國沒有參與戰爭的時間不足20年。據不
完全統計，從1945年二戰結束到2001
年，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了248次武裝
衝突，其中美國發起的就有201場，約佔
81%。此外，美國還以支持代理人戰爭、
煽動國內叛亂、暗殺、提供武器彈藥、培
訓反政府武裝等方式頻頻對其他國家進行
干涉，給相關國家社會安定和民眾安全帶
來嚴重傷害。

造成難民漂泊 引發國際危機
文章說，美國發動的對外戰爭，引發

了各種各樣的地區和國際危機。戰爭直接
導致了當事國的人道主義災難，帶來一系
列複雜的社會問題，包括難民潮、社會動
盪、生態危機、心理創傷等；美國發動的
戰爭還產生了外溢效應，給未涉事國家造
成傷害；美國自身也成為其對外發動戰爭
的犧牲品。

文章指出，縱觀美國對外發動的多次
侵略戰爭，可以看出其軍事行動導致人道
主義危機的案例不在少數。在當前戰火未
熄的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誤
炸誤傷”頻頻發生，難民漂泊無處落腳，
基礎設施千瘡百孔，國民生產停滯不前。
美國選擇不計後果地動武，其背後透射出
的是“美國優先”、強者通吃的霸權心
態，是“唯我獨尊、寧負天下”的單邊思
維。

夥霸權捍人權 等同與虎謀皮
文章強調，歸根結底，動輒以單邊戰

爭手段來解決爭端的思維模式，本身就存
在問題。人道主義與霸權主義存在內在的
對立，期待霸權主義國家去捍衛他國人權
無異於與虎謀皮。國際爭端的解決要靠在
聯合國框架下的平等協商，要靠規範完善
的國際機制來協調，要靠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來推進。只有丟棄私利至上的霸權思
維，才能避免“人道主義干預”變成人道
主義災難，才能實現互利共贏，才能使各
國人民都能真正享有各項基本人權。

朝鮮戰爭（20世紀50年代）：平民死亡300萬人，難民300萬人

越南戰爭（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平民死亡200萬人，難民300萬人，“化學武器”

落葉劑受害者300萬人

空襲利比亞（1986年4月）：軍民死亡700人

入侵巴拿馬（1989年12月）：平民死亡302人，受傷3,000人

出兵索馬里（1993年10月）：平民死亡200人，受傷300人

海灣戰爭（1991年）：戰爭致死平民12萬人，制裁致死200萬人，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

科索沃戰爭（1999年3月）：戰爭致死2,000多人，致傷6,000人，經濟損失2,000億美元

阿富汗戰爭（2001年10月）：平民死亡超過3萬人，受傷7萬人，難民1,100萬人

伊拉克戰爭（2003年）：平民死亡20萬至25萬人，難民325萬人

敘利亞戰爭（2016年至今）：平民死亡超過4萬人，1,259萬人逃離家園

來源：新華社、央視新聞客戶端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
中心主任常健教授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今年以
來，美國以人權問題為
借口頻頻向中國“潑髒
水”，特別是污衊中國

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妄圖在全世界
範圍內掀起反華風潮。中國人權研究會發
表《美國對外侵略戰爭造成嚴重人道主義
災難》的文章揭示，這只不過是美國企圖
從內部長期搞亂中國、遏制中國的一個戰
略陰謀，是對其玩弄雙重標準、無底線抹
黑中國的堅決回擊，有助於向國際社會進
一步揭露美國人權宣示的虛偽性、以及藉
機擾亂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人權作幌子對他國干政動武
常健說，一直以來，美國總借人權問

題不斷干涉中國內政，打着維護世界人權
的旗號，對中國等國家進行輿論甚至武裝
干涉，以此來滿足自己的一己私利。近期
美國打着“人權”旗號在新疆、香港、台
灣等問題上頻頻向中國發難，特別是炮製
了所謂《2020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妄自
污衊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無底
線抹黑中國的治疆政策。中國人權研究會
最新發表的文章，以客觀詳實的資料揭露
數十年來美國打着“人道主義干涉”旗號
對外動武的罪惡歷史，從中揭示所謂新疆
維吾爾族問題，是美國企圖從內部長期搞
亂中國、遏制中國的一個戰略陰謀，手法
同當年美國及其幾個盟友對伊拉克、敘利
亞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常健指出，美國這樣一個在人權方面
劣跡斑斑的國家，卻口口聲聲打着人權幌
子到處干涉他國內政，成天揮舞制裁大
棒，要求其他國家以自己為榜樣。可見美
國真正關心的並非人權問題，而只是將人
權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這將對全球
人權治理帶來極大破壞。美國當下最該做
的是正視自己，放棄動輒將人權作為打壓
別國工具的虛偽和霸道，轉而與國際人權
事業發展相向而行，不要再利用這個話題
抹黑別國形象和為自身戰略利益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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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9日在北京指
出，近年來，國際上一些反華勢力炮製了所謂
“新疆數據項目”、“新疆受害者數據庫”、
“維吾爾過渡期司法數據庫”，籠絡收集了一批
所謂的“證人證言”，妄圖以假亂真、詆毀新
疆、蒙騙世人。

近七千“受害者”生活正常
當日在北京舉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涉疆問

題發布會上，徐貴相說，經認真研究核對，這三
個“數據庫”共涉及12,050人，查實10,708人，
1,342人為憑空編造。查實的10,708人中，6,962
人在社會上正常生活，3,244人因危安暴恐犯罪和
其他刑事犯罪被判刑，238人因疾病等原因死
亡，264人在境外。

“今天，我們在此舉辦涉疆問題新聞發布

會，就是要揭開這些‘數據庫’的蓋子，一起看
看有關機構和人員的真實情況，讓真相大白於天
下。”

背後為美西方反華勢力
徐貴相指出，“新疆數據項目”由“澳洲戰

略政策研究所”建立，得到了美有關政府部門和反
華組織“人權觀察”的資助和支持。“新疆受害者
數據庫”由美國人斌吉恩夥同反華“專家”、“東
突”分子建立，得到了美國、澳洲等國有關方面的
資助和支持。“維吾爾過渡期司法數據庫”由“世
維會”下屬的“挪威維吾爾委員會”主席拜合提亞
爾．吾買爾建立，得到了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
會”的資助和支持。

“這些所謂的涉疆‘數據庫’均由國際上一
些反華組織、人員或‘東突’分子建立，且背後都
有美西方反華勢力的影子。”他說。

徐貴相指出，“新疆數據項目”則大量發布
或轉發涉疆污衊文章、視頻，妄圖以“學術研
究”的面目攻擊抹黑新疆。比如通過衛星圖像，
識別掌握了新疆所謂380個“拘留設施”的地理
信息。但經核實，343個點位是正規學校、機關
事業單位、醫院、住宅、商舖等。

政客奉若至寶荒謬絕倫
徐貴相說，大量證據表明，美西方反華勢力

炮製的所謂涉疆“數據庫”，是徹頭徹尾的“造
假庫”、“謠言庫”、“偽證庫”，編織着彌天
大謊，充斥着污衊攻擊。然而，一些國家的政府
政客、組織、媒體卻奉若至寶，不加核實，不加
分析，不分青紅皂白，對這些所謂的“研究成
果”和“證人證言”篤信不疑，甚至還寡廉鮮恥
地將一些“演員”奉為座上賓，簡直是荒謬絕
倫。

起底涉疆“數據庫”：反華勢力“造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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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博義謬論：“國安法只是一個範疇的一套法
例……大律師公會轄下的委員會正仔細審視國安法
條文，探討值得提出修訂的地方，但無具體時間表
何時會完成。”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
任何人都可以研究香港國安法的內容，但必須

認清香港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香港沒有修改的事
權。夏博義不應再挑釁中央底線，製造社會分化，
而應該將精神放在改善專業營運條件，提升專業地
位。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傅健慈：

夏博義曾代表幾宗涉及香港國安法案件，
仍稱爭取修訂香港國安法，言論欠缺理據和法
律基礎支持，反映出他根本沒有尊重全國人大
的憲法地位和法律權力，狂妄自大，罔顧國安
法的必要性，刻意曲解香港人權法，試圖誤導
市民，突顯其是為英國搖旗吶喊，更企圖利用
香港大律師公會提出修訂國安法，進一步把香
港大律師公會拖進深淵。如大律師公會已變成
政治團體，就不適合繼續獲得自我監管的權
力。

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 9日接受

香港有線電視專訪時聲稱，在香港完善

選舉制度後，成立委員會審查參選人的

資格會“限制市民選擇”，可能“違

反”人權法對於選舉權的保障；稱大律

師公會轄下的委員會正仔細審視香港國

安法條文，探討“值得提出修訂”的地

方，但無具體時間表何時會完成；稱大

律師公會不是政治團體，但有責任就

“影響法治”的議題發聲云云。多名政

法界人士 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夏博義既稱公會不是政治團體，就

應該多做推動專業發展和改善香港司法執行的事，而非以公會名義抹黑完善選舉

制度及香港國安法，不斷挑戰中央底線，刻意製造社會分化。

夏博義抹黑新選制挑分化
誣資格審查“限制市民選擇”政法界批危言聳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壹
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與李柱銘、何
俊仁等9名亂港分子於2019年8月18日
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其中7
人於早前被法庭裁定全部罪成。一部分
外國政府以至政客隨即聲稱，有關人等
被法院定罪“具政治動機”。就此，香
港文匯報此前向香港大律師公會查詢其
對相關外國政客言行的取態，僅獲回覆
稱由於案件仍在審訊，故現階段不予置
評。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有關的外國政府及外國政客明
顯在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香港大律師
公會拒不發聲等於逃避責任，更會令人
質疑其與外國同流合污的觀感。

香港法院於本月1日裁定黎智英、
李柱銘、何俊仁、吳靄儀、李卓人、何
秀蘭及梁國雄7名被告罪成。美國國務
院發言人、美國白宮發言人、聯合國發
言人、歐盟駐港澳辦事處等在判決後翌
日即公開聲稱，有關人等被定罪是“中
央持續侵蝕香港自由”，更稱有關定罪
“具政治動機”，反映“中央及特區當
局鎮壓和平示威及異議人士的程度”。

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接受個別香
港媒體訪問時亦聲稱，有關人等被判有
罪“令人極度擔憂”，顯示香港一直以
來擁有的自由，包括表達政見的自由
“正受到衝擊”。

香港文匯報4月2日就相關政客的

言論查詢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回應，及公
會對這些外國政客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和
對法官施壓的取態。香港大律師公會4
月7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由於該
刑事案件仍在進行審訊，大律師公會執
委會尚未討論此事，對於貴報的查詢，
現階段不予置評。懇請見諒！”

容海恩：予人同流合污觀感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認為，香港大

律師公會作為香港法律界的重要組織，
眼見外國機構評論或抹黑香港的司法體
制，理應義不容辭站出來維護香港法
治，若他們轉移視線或不予評論，會予
市民逃避責任、甚至質疑香港大律師公
會與外國同流合污的觀感，動搖香港的
法治基石。

王國興：應發聲維護法治
工聯會立法會前議員王國興表

示，正因為有關案件仍在審訊，任何
外國機構或政客都不應對案件評論，
否則等於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及妨礙司
法公正。外國政客今次對裁決指手畫
腳，是想向法庭製造輿論壓力，香港
大律師公會理應作出嚴正聲明，並批
評涉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外國組
織，以維護法治莊嚴。他質疑香港大
律師公會自身也持雙重標準，才遲遲
未有批評外國政客的相關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由美英等組成
的“七國集團”（G7）上月發表聯合聲明，聲稱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有違《中英聯合聲
明》。特區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ion）發表文章反駁，指《中英聯合聲明》並沒
有任何文字規管立法會的組成方式，亦沒有指明
香港特區在2047年時要成為一個完全民主的地

區，批評“七國集團”的所謂“譴責”不合邏
輯。

重申《聲明》無規管立會組成方式
烈顯倫早前在澳洲政論網站“Pearls and Irri-

tations”以“《中英聯合聲明》的真正意圖及精
神”為題發表文章。他在文中清晰地解釋了當年
中英雙方簽署《聲明》的真正意義，指《聲明》
的出發點是中英雙方希望香港人有更好的生活及
前景，而要達成這目標，香港應在“一國兩制”
的框架下建立長遠發展。

他續說，雖然基本法訂明立法會和行政長官
“最終”會由普選產生，但前提是要“根據實際情
況”及“循序漸進”，這些階段是由中方決定，英
方在此完全沒有任何角色。

烈顯倫指出，中英雙方在1984年12月簽署

《聲明》時，香港是一個“獨裁政體”，當時港
督兼任立法局主席，所有立法局議員都是由港督
委任或由高級官員兼任，香港根本沒有民主，當
時主要靠普通法制度保障人權自由。

他認為，基本法則十分忠實地落實了《聲
明》。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第二款，立法會最
終可以由普選產生。但到1990年4月，基本法頒
布後，立法局依然主要由港督委任的議員組成，
並加入幾個功能組別議席，但尚未有地區直選議
席。其後彭定康上任，希望於最後5年的英殖時期
急速民主化，故此他構建了龐大的功能組別，由
一人一票選出，用“偷天換日”的方法於香港推
動直選。但此舉令中央不滿，所以當時的立法局
無法在回歸後坐“直通車”過渡，由中央成立了
臨時立法會，並於1998年選出第一屆立法會。

烈顯倫說，在2014年，香港的民主發展開始

停滯不前，原因是立法會漸漸失效，“泛民”越
來越激進，令有關國家安全及公共安全的條例都
無法通過，更嚴重的是，當時“本土分離主義”
冒起，有反對派高呼“香港不屬於中國”。

他強調，回看《聲明》，中方表明是在國家
統一的大前提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質問
“分離主義者”日漸激烈的“社會運動”，是在
直接挑戰《聲明》及基本法。

批“七國集團”對港指手畫腳
他批評“七國集團”領袖指責中國，事實上並

非按照邏輯，而是基於一種過時的心態：他們依然
以為香港是代表西方利益的地方，故有權對香港指
手畫腳、恣意批評，卻將香港人的福祉棄之不顧。
他重申，香港的選舉制度完全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有關國家提出這些聲明簡直是荒謬。

烈顯倫批G7曲解《中英聯合聲明》

各界批大狀會卸責
無視西方干肥黎案

●夏博義言行充滿爭議，曾無視被踢爆在報名參選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時仍是英國政客。圖為市民早前到
大律師公會示威，強烈要求夏博義辭職。 資料圖片

●夏博義抹黑新選制，被政法界批評挑戰中央底
線，刻意製造社會分化。 有線電視截圖

●烈顯倫撰文反駁“七國集團”謬論。 資料圖片

夏博義謬論：“大律師公會不是政治團體，而是高標準的專業團
體，每位公會主席有責任捍衛法治、司法獨立、基本法、人權法
及司法公正，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經常就政治敏感議題發聲，
是由於事情影響我們捍衛的價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不同國家及地區都有適合自己的選舉制度，
和對某些人加入參選限制，例如非本地公民不能
參選等。將來成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僅
審查參選人是否愛國者，這要求並不過分，不明
白為何夏博義刻意抹黑完善選舉制度的有關規
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每種選舉制度都要配合當地社會的實際需
要，特別是在香港，2019年黑暴橫行，“港
獨”分子把持區議會，明目張膽鼓吹“港

獨”，令區議會淪為“港獨”平台。完善選舉
制度，是為了撥亂反正，大律師公會不應高舉
所謂“人權”兩字作為自己政治的工具。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將反中亂港者踢出局，基本上沒有損害港人
參選資格，更沒有觸及和違反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夏博義的言論只是危言聳聽，刻意抹
黑人大常委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蠱
惑人心。事實上，香港經歷黑暴洗禮，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已經是香港社會的共識，如此
香港局勢才能穩定，才能長治久安，“一國
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

夏博義稱大律師公會不是
政治團體，而是高標準的專業
團體，這點正是香港社會各界
對大律師公會的期望，也是不
少市民近年非常擔心和失望的
地方。大家希望見到公會能夠
依從其宗旨，多做推動專業發
展和改善香港司法執行的事
情，千萬不要令人誤以為是外
國議會議員和外相裡應外合，
損害外國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
心。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

每個界別都可以就政府的

政策提出意見，大律師公會也
可以表達意見，但該會一直高
調批評政府政策及發表各類政
治言論，完全屬於政治行為，
既然參與政事，就要負起所有
的政治後果，不能以所謂“專
業”作擋箭牌，企圖逃避所有
責任，世上沒有如此荒謬事
情。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傅健慈：

外國不斷粗暴干預香港的司
法制度，但夏博義和公會充耳
不聞，沒有發聲譴責，有違大
律師公會主席“捍衛法治、司
法獨立、基本法、人權法及司
法公正”的責任。

夏博義謬論：“人
權法列明市民有權參
與公眾事務，通過自
由選出代表……不等
於不可以有審查，因
為有些條件或會令人
不合資格，例如刑事
定罪或檢控。但問題
是審查工作會否公平
地做，審查工作會否
變相限制市民的選
擇，這是一個大問
題，目前我不認為大
家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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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光鹽社上周六光鹽社上周六（（四月三日四月三日））舉行舉行
「「預防預防，，檢測和治療肝癌檢測和治療肝癌」」講座講座，，由由Dr.AndrewsDr.Andrews 醫生主講醫生主講。。他他

一開始即指出一開始即指出：：肝癌有兩種肝癌有兩種：（：（一一））肝臟本身的癌症肝臟本身的癌症（（二二））轉移轉移
性肝癌性肝癌，，從自身其他部位轉移到肝臟的從自身其他部位轉移到肝臟的。。一般不是與乙型一般不是與乙型，，丙型丙型
肝炎有關係的肝炎有關係的，，對對 「「肝炎肝炎」」患者也可造成身體其他部位癌症患者也可造成身體其他部位癌症，，其其
他部位也可轉移到肝臟變成肝癌他部位也可轉移到肝臟變成肝癌，，因此因此，，要去找它的要去找它的 「「根源根源」」部部
分分。。

一般始於一般始於 「「肝臟肝臟」」的癌症如的癌症如：（：（一一））膽管癌膽管癌 （（二二））肝細胞肝細胞
癌癌。。今天主要講今天主要講 「「肝細胞癌肝細胞癌」」。。

肝細胞肝細胞：：6060%%的肝臟都包括的肝臟都包括。。而而 「「乙型肝炎乙型肝炎」」肝臟病毒住在肝臟病毒住在
肝細胞內肝細胞內。。而而 「「甲型肝炎甲型肝炎」」：：比較嚴重比較嚴重，，但恢復健康後危險並不但恢復健康後危險並不
大大。。而乙型肝炎而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丙型肝炎，，DD型肝炎型肝炎，，慢性在身體內停留很久慢性在身體內停留很久
，，而它都有可能造成肝癌而它都有可能造成肝癌。。通常乙型通常乙型、、丙型丙型、、DD型肝炎在出生時型肝炎在出生時
，，從母親那兒傳染過來的從母親那兒傳染過來的。。因此因此，，他建議孕婦在懷孕期間檢查他建議孕婦在懷孕期間檢查，，
以防止嬰兒在懷孕時感染以防止嬰兒在懷孕時感染。。通常通常，，嬰兒自母親感染的嬰兒自母親感染的，，9090%%可能可能
造成慢性肝炎造成慢性肝炎，，而注射乙型肝炎疫苗而注射乙型肝炎疫苗，，作用不大作用不大，，不太會阻止它不太會阻止它
在嬰兒體內慢慢成為慢性肝炎在嬰兒體內慢慢成為慢性肝炎。。因為嬰兒免疫系統還不成熟因為嬰兒免疫系統還不成熟，，很很
容易成為容易成為 「「慢性肝炎慢性肝炎」」。。通常通常，，感染病毒感染病毒，，嬰嬰、、幼兒不會感覺出幼兒不會感覺出
來來，，在在 「「兒童兒童」」情況下情況下，，有時不需要治療有時不需要治療。。因此因此，，醫生喜用二分醫生喜用二分
法法：（：（一一））有乙型肝炎病毒有乙型肝炎病毒，，在人體內不會醒來或發作在人體內不會醒來或發作（（二二））有有
可能發作可能發作。。

慢性慢性（（長期性長期性））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全世界有三億人口罹患全世界有三億人口罹患，，中國就中國就
佔了一億佔了一億，，台灣也有很多台灣也有很多，，而香港感染的比例而香港感染的比例，，與大陸與大陸、、台灣相台灣相
似似。。而台灣而台灣、、大陸大陸、、香港香港，，自從開展乙型肝炎病毒疫苗給年輕人自從開展乙型肝炎病毒疫苗給年輕人
，，感染人數下降了不少感染人數下降了不少。。有些人不被它打擾有些人不被它打擾，，慢性慢性、、長期性乙型長期性乙型
肝炎肝炎，，有些人的肝臟不受病毒影響有些人的肝臟不受病毒影響，，譬如亞洲人譬如亞洲人，，並非得病毒性並非得病毒性
肝炎肝炎，，就一定會得肝癌就一定會得肝癌（（只是一危險因素只是一危險因素））而而 「「年齡年齡」」超過超過5050
歲歲，，轉變成肝癌的可能性高一些轉變成肝癌的可能性高一些。。而經常而經常 「「肝炎肝炎」」發作發作，，轉變成轉變成
肝癌機會大一些肝癌機會大一些。。

Dr. AndrewsDr. Andrews醫生表示醫生表示：：最大風險是肝硬化最大風險是肝硬化，，轉變成肝癌轉變成肝癌。。
而酒精而酒精、、吸煙吸煙，，增加由增加由 「「肝硬化肝硬化」」轉變成轉變成 「「肝癌肝癌」」的風險的風險。。因此因此
，，他對乙肝他對乙肝、、丙肝丙肝，，DD肝病人建議肝病人建議：：不要不要 「「經常性經常性」」去喝酒去喝酒。。他他

建議建議：：如果肝炎病人非要喝啤酒如果肝炎病人非要喝啤酒，，就喝就喝 「「無醇無醇
」」啤酒啤酒。。

至於至於 「「脂肪肝脂肪肝」」，，是指腹部脂肪多是指腹部脂肪多，，轉移轉移
到肝臟到肝臟，，成為成為 「「脂肪肝脂肪肝」」現象現象。。因此因此，，有些有些
「「脂肪肝脂肪肝」」的人會表現的人會表現 「「肝炎肝炎」」現象現象。。而中年而中年

人腹部人腹部，，脂肪堆積脂肪堆積，，與與 「「遺傳遺傳」」有關有關，，而脂肪而脂肪
肝肝、、糖尿病糖尿病、、肝炎多屬肝炎多屬 「「遺傳性遺傳性」」，，因此因此，，醫醫
生建議生建議：：經常要與過去的自己比經常要與過去的自己比。。尤其檳榔尤其檳榔，，
乙肝患者吃了乙肝患者吃了，，會造成會造成 「「肝癌肝癌」」增加增加。。

對於慢性對於慢性、、長期性長期性 「「乙型乙型」」肝炎患者肝炎患者，，變變
成成 「「肝癌肝癌」」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可能性有多大？？醫生說醫生說：：直系親直系親
屬得過屬得過 「「肝癌肝癌」」，，可能性較大可能性較大。。

有些人不被肝細胞中的肝炎病毒有些人不被肝細胞中的肝炎病毒”” 活活 ““
困擾困擾，，有時候我們免疫系統忽略此病毒有時候我們免疫系統忽略此病毒，， 「「乙乙
型肝炎型肝炎」」病毒不大好對付病毒不大好對付。。免疫系統與病毒鬥免疫系統與病毒鬥
爭爭，，形成肝臟形成肝臟 「「纖維化纖維化」」。。而太多的纖維化而太多的纖維化，，
形成疤痕形成疤痕，，造成造成 「「肝硬化肝硬化」」，，也造成也造成 「「肝細胞肝細胞
癌癌」」發生發生。。

因此因此，，如果你有如果你有 「「肝硬化肝硬化」」發生發生，，至少每六個月至少每六個月，，看醫生看醫生，，
作肝臟體檢作肝臟體檢。。看肝癌化程度看肝癌化程度，，是否有肝癌是否有肝癌？？

但但，，肝臟也有肝臟也有 「「恢復恢復」」功能功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況恢復到原來的狀況。。如果如果 「「肝肝
硬化硬化」」，，每六個月檢查每六個月檢查，，早期癌症早期癌症，，可切割可切割。。但如發現晚但如發現晚，，則無則無
法切割法切割。。醫生表示醫生表示：：即使沒有肝硬化即使沒有肝硬化，， 「「乙型肝炎乙型肝炎」」還是有可能還是有可能
造成造成 「「肝細胞癌肝細胞癌」」，，與與 「「丙型肝炎丙型肝炎」」是有區別的是有區別的。。因此因此，，乙型肝乙型肝
炎炎（（慢性慢性））患者患者，，需要經常性與醫生見面需要經常性與醫生見面。。

醫生也在線上講座中回答病人問題醫生也在線上講座中回答病人問題：： 「「我的肝癌治癒後我的肝癌治癒後....我我
還能得肝癌嗎還能得肝癌嗎？？」」醫生說醫生說：：對於丙型肝炎對於丙型肝炎，，有藥物可治癒丙型肝有藥物可治癒丙型肝
炎炎。（。（9595%%患者患者，，在在33～～66個月內可治癒個月內可治癒）。）。 「「丙型肝炎丙型肝炎」」治癒後治癒後
，，也沒有肝硬化也沒有肝硬化，，再患肝癌風險少很多再患肝癌風險少很多。。而而 「「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很少有很少有
疫苗疫苗，，藥物都是藥物都是 「「控制控制」」病毒病毒，，一旦停止一旦停止，，肝炎會復發肝炎會復發。。至今至今，，
中國有五千～六千萬中國有五千～六千萬，，丙型肝炎患者丙型肝炎患者。。

醫生也提到醫生也提到 「「鍛鍊鍛鍊」」的重要性的重要性。。如中年如中年、、老年人老年人，，以混合性以混合性

鍛練方法鍛練方法（（如快走如快走、、跑步跑步、、舉重舉重（（22～～33磅磅）。）。而疫苗而疫苗，，如乙型肝如乙型肝
炎疫苗炎疫苗，，可防止肝癌可防止肝癌，，像梅毒疫苗一樣像梅毒疫苗一樣，，可防止癌症可防止癌症。。
現年現年9393歲的歲的Dr. Richard AndrewsDr. Richard Andrews醫生最後表示醫生最後表示：：通常我們不知通常我們不知
自己有乙型自己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我們應該去作肝炎檢查我們應該去作肝炎檢查，，我們自己我們自己
感覺不到感覺不到。。

光鹽社也在演講前介紹該社有作光鹽社也在演講前介紹該社有作 「「免費宮頸抹片篩檢免費宮頸抹片篩檢」」及將及將
於於44月月1717日日（（周六周六））下午二點至四點舉行線上會議下午二點至四點舉行線上會議，，有鄧福真主有鄧福真主
講講 「「兒童兒童，，孕婦白卡介紹孕婦白卡介紹」」及古雨主講及古雨主講 「「申請及如何使用申請及如何使用」」。。會會
議號碼議號碼：：834834 34353435 87598759

光鹽社聯絡方式光鹽社聯絡方式：：接受微信服務報名接受微信服務報名。。微信號微信號：：LSAHousLSAHous--
tonton7703677036 ;; 光鹽社手機號光鹽社手機號：：832832--206206--34293429，，可接收語音及短信可接收語音及短信；；
光鹽社電郵信箱光鹽社電郵信箱：：lsahouston@gmail.com;lsahouston@gmail.com; 光鹽社辦公室電話光鹽社辦公室電話：：
713713--988988--47244724

拜登2.3萬億元基建計劃建將調高企業稅率由21%升至28%
共和黨批評加稅不可接受未來將會發生無法預料的經濟動盪

光鹽社上周六舉行 「預防，檢測和治療肝癌」 講座
由Dr. Richard Andrews 醫師主講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公佈了一項美國總統拜登公佈了一項22..33萬億萬億
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試圖以此創造更多就業試圖以此創造更多就業、、推動經濟增長推動經濟增長。。
該計劃為期該計劃為期88年年，，是拜登是拜登--哈裏斯政府推動的哈裏斯政府推動的““重建更好重建更好（（BuildBuild
Back BetterBack Better）”）”政策的一部分政策的一部分，，投資領域主要包括升級高速公路投資領域主要包括升級高速公路
、、機場港口等傳統基礎設施機場港口等傳統基礎設施，，改善國內高速寬頻網路改善國內高速寬頻網路、、清潔水電清潔水電
網等公共設施網等公共設施，，加大基礎研發和製造業投入加大基礎研發和製造業投入，，促進照顧老年人的促進照顧老年人的
““關懷經濟關懷經濟””發展等內容發展等內容。。拜登希望以此夯實美國經濟長期增長拜登希望以此夯實美國經濟長期增長
動力動力，，以此獲得對華經濟與科技競爭優勢以此獲得對華經濟與科技競爭優勢。。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了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了
22..33萬億美元萬億美元88年基建計劃年基建計劃，，建議調高企業稅率建議調高企業稅率，，由由2121%%升至升至2828%%
。。共和黨批評加稅做法不可接受共和黨批評加稅做法不可接受，，指拜登應削減基建計劃規模至指拜登應削減基建計劃規模至
61506150億美元億美元。。拜登期望與共和黨商議修訂部分細節拜登期望與共和黨商議修訂部分細節，，但國會必須但國會必須
盡快批准這項基建計劃盡快批准這項基建計劃。。

拜登政府計劃通過增稅這種方式為基建計劃籌足全部資金拜登政府計劃通過增稅這種方式為基建計劃籌足全部資金，，
或將導致赤字與債務繼續擴大或將導致赤字與債務繼續擴大。。拜登計劃主張拜登計劃主張，，通過將公司稅提通過將公司稅提
升至升至2828%%、、削減傳統化石能源稅收優惠等方式削減傳統化石能源稅收優惠等方式，，增加未來增加未來1515年聯年聯
邦稅收邦稅收，，以此來負擔基建支出以此來負擔基建支出。。發展綠色基建發展綠色基建，，會影響美傳統能會影響美傳統能
源利益集團的利益源利益集團的利益，，在創造就業的同時在創造就業的同時，，也會損害一部分就業機也會損害一部分就業機
會會，，帶來新的利益集團間的矛盾帶來新的利益集團間的矛盾。。為了保障基建支出為了保障基建支出，，要強行對要強行對
大公司和富人徵稅大公司和富人徵稅，，必然引發富裕階層的不滿必然引發富裕階層的不滿，，加劇新的社會對加劇新的社會對
立和矛盾立和矛盾。。保守派和主要商業團體都對拜登的基建計劃反應冷淡保守派和主要商業團體都對拜登的基建計劃反應冷淡
，，更是明確反對加稅更是明確反對加稅。。

關於在美國國內加徵企業稅關於在美國國內加徵企業稅，，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國會中國會中
不僅共和黨反對向大企業增稅不僅共和黨反對向大企業增稅，，部分民主黨人也反對將企業稅提部分民主黨人也反對將企業稅提
高到高到2828%%，，而是調整增幅而是調整增幅，，將其控制在將其控制在2525%%的水平的水平。。即便拜登政即便拜登政

府和民主黨能夠強推方案通過府和民主黨能夠強推方案通過，，那麼後續的預算支出那麼後續的預算支出，，包括即將包括即將
公布的醫保和教育支出公布的醫保和教育支出，，都可能遭遇共和黨的阻撓都可能遭遇共和黨的阻撓。。其次其次，，個人個人
所得稅方面所得稅方面，，拜登的稅改應也只會針對年收入拜登的稅改應也只會針對年收入4040萬美元以上的萬美元以上的
群體群體，，從從3737%%加徵至加徵至3939..66%%，，且在退稅時將無法獲得一些抵稅具且在退稅時將無法獲得一些抵稅具
項項。。這些做法這些做法，，便已經令拜登面臨莫大社會壓力便已經令拜登面臨莫大社會壓力，，一位支持政府一位支持政府
加大基建投資的選民加大基建投資的選民，，未必會支持政府為此讓他納更多稅未必會支持政府為此讓他納更多稅。。

儘管拜登發布了他希望將在計劃中提出的所有內容的大綱儘管拜登發布了他希望將在計劃中提出的所有內容的大綱，，
但國會尚未起草立法但國會尚未起草立法。。拜登希望將公司稅率從拜登希望將公司稅率從2121％提高到％提高到2828％％
，，但這可能不會發生但這可能不會發生，，因為一些民主黨人認為因為一些民主黨人認為2828％太高了％太高了，，所有所有
民主黨都可能需要投票通過一項將沒有共和黨的支持民主黨都可能需要投票通過一項將沒有共和黨的支持。。如果該計如果該計
劃以某種形式通過劃以某種形式通過，，那麼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年內發生無法預料那麼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年內發生無法預料
的經濟動盪的經濟動盪，，從而改變其實現目標的前景從而改變其實現目標的前景。。

圖為現年圖為現年9393歲的歲的Dr. Richard AndrewsDr. Richard Andrews 演講時的神情演講時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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