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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考量 美擬禁薄荷菸及加味雪茄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
今天宣布有意很快就禁止薄荷口味的香菸（涼菸
）及加味雪茄，稱這樣的行動將挽救數以十萬計
的人命。

法新社報導，美國食藥局正致力於頒布一套
新的產品標準，在新規範下，薄荷將被定義為
一種 「
口味」，因此禁止添加於香菸之中；同
時，也將禁止雪茄添加任何口味。薄荷是美國
目前唯一允許添加在香菸內的味道。
FDA 代 理 局 長 伍 考 克 （Janet Woodcock） 告
訴記者，薄荷 「
具有麻醉效用，且有助於遮掩
抽菸時難聞、刺鼻的煙味」。
FDA 在一份聲明中補充道，研究顯示，薄荷
會促使人變成經常性抽菸，尤其對青少年和年輕
成人來說更是如此。

除此之外，FDA 表示，禁止這類產品將有助
縮小不同族群之間在健康方面的差距。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薄荷菸
品牌的行銷嚴重針對某些族群，導致某些族群特
別傾向吸薄荷菸；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統計，非裔抽菸者中，超過 85%抽薄荷
菸，相較之下，白人抽菸者只有近 29%抽薄荷菸
。
CNN 提到，FDA 希望在一年內實施禁令。根
據美國疾管中心數據，2018 年，美國境內銷售的
所有香菸中，超過 1/3 是薄荷菸。

在美國，抽菸是可預防死亡的主要原因，每
年都有 48 萬人因為吸菸相關疾病而喪命。
FDA 菸 草 製 品 中 心 （Center for Tobacco
Products ）主任澤勒（Mitch Zeller）表示，FDA
將試著在一年內公布新的草擬規定，然後開放一
段時間徵求社會大眾的意見。
然而，這項規定不會納入電子菸。前總統川
普掌權時，已經禁止在電子菸中添加各式各樣的
口味，唯一的例外就是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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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兆美金再造美國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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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職一百天後，
拜登總統週三在國會發
表演說，主要討論目前
美國面臨的经濟和國家
基建問題之外，還有美
國要重返世界領導地位
、新冠疫情、國民保健
及孩童教育等重大事項
，同時他也提到槍支管
制、警政及氣候變遷等
之民生種族改善方針。
拜登在演說中再度
強調將以一兆六千億之

預算投資在教育、孩童
及家庭資助計劃，並將
以二兆元資金稱之為美
國人就業計劃，全面投
入國家基礎建設，投資
於綠色能源，加上已經
在國會通過之一兆九千
億拯救疫情法案，拜登
政府將以六兆美元之庞
大預算來重建美國。
我們對於拜登總統
之救民救國宏大目標，
感到非常之振奮，但是

，我們更要提出建議來
為這項偉大的藍圖貢獻
力量。
我們始終認為，美
國是一個開放和移民共
同打造的國家，我們認
為，中興以人才為本，
應該大量繼續吸引世界
各地的人才和錢財，才
能實現我們繼續強大的
美國夢。

Six Trillion Dollars
Invested In Our Future
President Biden made his
first speech to Congress
last night and discussed his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plans for the nation. He also touched on many important issues including America’ s role in the worl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ealthcare, gun control,
taxation, race and policing,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He formally announced 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
which would provide an additional $1.8 trillion feder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child care and paid family
leav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He also talked about the $2
trillion dollar American Jobs
Plan for improving the na-

tion’ s infrastructure and
shifting to greener energy
in the next eight years.
Biden’ s total $6 trillion
dollar spending bill will
change our nation’ s future.
A lot of people might not
like such a huge spending
budget, but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o
come.
Today we want to urge the
President to open more
doors to the immigrants
who want to come to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let
them bring their talented
people and money. After
all, this great nation was
built by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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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崩潰火葬不及
印度民怨沖天
(本報訊)新冠肺炎全球確診突破 1.5 億，印
度過去 24 小時的新增確診達 38.65 萬，持續刷
新單日世界新高。但在這節骨眼，西孟加拉邦
4 月 29 日竟如期辦選舉，數百萬選民現身投票
，令人憂慮當地將成下個重災區。為協助印度
瀕臨崩盤的醫療體系，載運首批美國捐贈緊急
防疫物資的軍機飛抵德里，中國和日本也宣布
贈送製氧機和呼吸器等設備。
德里幾乎 每 4 分鐘 1 人亡
印度當局 30 日表示，確診迄今累計 1876.3
萬例，死亡達 20.83 萬。印度第二波疫情自 2 月
下旬爆發以來，短短 2 個月確診暴衝 770 萬例
，先前同規模的確診數，花了半年才達到，可
見這波疫情凶猛。
在德里，因病故人數過多，導致停屍間和
火化場無法消化，29 日又新增破紀錄 2.4 萬確
診與 400 死，幾乎每 4 分鐘就有 1 人死於新冠，
官員為找尋火化遺體地點疲於奔命。當地的賈
吉普火葬場每日可火化 38 具遺體，但現在光
是上午就收到 150 具遺體，多到場方必須開放
停車場才能安置。
在醫院不堪負荷、氧氣設備耗罄之後，漫
長等待亡故親友火化的折磨，把民間的哀傷燒
成熊熊怒火。

在我們平常觀察到的美國社會現狀是:西班
牙裔是崛起最快速的少數族裔, 這也合乎邏輯
推斷, 因為十年前的人口普查(Census)所得到的
數據就是如此, 但令人驚訝不置的是, 在剛公佈
的 2020 年人口普查報告中, 亞裔人口在過去十
年激增了 81％，超過西裔的 70％, 取而代之,成
為美國所有族裔中成長最快的, 人口達到創紀
錄的 2400 萬人,那真是令人振奮的。
為什麼從人口普查中可看出亞裔的崛起呢
? 因為人口普查是美國獨立制憲時特別重視的,
在憲法第一條第二款開宗明義訂出，自 1790 年
起,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確知美國人口以
及族裔分佈狀況, 為確保更多人參與普查, 所以
普查內容只包括性別、年齡、族裔，家庭人數
、住房狀況等,完全沒有個人居留身份、報稅單
、社安號碼，或銀行賬號等，換言之，人口普
查並非檢定美國人民的政治傾向或釐清國家的
認同，其目的只在統計人口分佈及各族裔比率
以做為政府經費福利分配的依據, 以及 435 位聯
邦眾議員席次的分配，去年川普政府原本準備

加上公民身分問題以企圖阻止非法移民參加普
查,但經最高法院裁決作罷。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分析, 過去十年
全美人口只增加了 7.4%達到 3.315 億人，是美
國第二低的人口增長率, 除亞裔和西裔外, 非裔
也增長，但由於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世代邁入
老年，所以白人成長率逐年下降。自 1965 年以
來美國一半人口增長是來自移民, 皮尤中心預
估亞裔人口到 2060 年將達到 4600 萬人，到時將
是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 那是一股相當大的力
量。
從這份普查報告中也得知亞裔與各族裔的
比較，無論在學業、就業、收入與生活環境方
面都是佼佼者，正當亞裔受到前所未有的種族
歧視和仇恨犯罪之際, 我們驀然看到亞裔在人
口普查中異軍突起,這當然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身為亞裔的一份子, 我們千 萬別因為一時的挫
折而氣餒, “亞裔的命也是命”根本不是我們
的訴求, 我們所要追求的應該是引領美國成為
一個一流的移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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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無助絕望的時刻，總理莫迪所屬的
人民黨，為搶回西孟加拉邦議會主導權，宣布
該邦第 8 輪選舉照辦，數百萬選民戴著口罩投
票，外界憂慮選舉恐成疫情升溫的催化劑。
中日捐製氧機 數字差很大
好消息是，印度最大醫用氧氣生產商林德
集團 29 日宣布，全國氧氣產量下月中可望增
加 25%，預料能稍微緩解醫用氧氣供應危機。
國際社會也紛紛伸出援手，美國軍機載著首批
緊急防疫物資飛抵德里，包括超過 400 支氧氣
瓶、醫療器材與百萬快篩組。美國國務院表示
，下周前專機將持續載運救命物資到印度，總
價值超過 1 億美元。
與印度爆發多次邊界衝突的中國，也發揮
人道精神，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莫迪慰問，表
示願同印方加強抗疫合作，提供支援和幫助。
中國駐印度大使孫衛東在推特發文表示，4 月
以來中國向印度提供 5 千多部呼吸器、2 萬多
台製氧機、逾 2148 萬個口罩和 3800 噸藥品。
中方收到印度 2.5 萬台製氧機訂單，供應商正
趕工生產。與印度邦誼深厚的日本也宣布，捐
贈 3 百部製氧機和 3 百台呼吸器，但和印度的
敵國中國相比，數字似乎有些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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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變異”新冠病毒傳入歐洲
希臘加長免隔離名單

據報道，希臘衛生部 4 月 25 日傍晚
的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 1400 例
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累計確診 333129 例
。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在 24 小時內
增加 57 人，累計死亡人數為 10007 人。
“雙重變異”病毒傳入希臘等多國
據報道，希臘在 4 月 23 日證實發現
首例印度 B.1.617 型新冠變種病例，患者
是一名來自伯羅奔尼撒西北部港口城市
帕特雷的男子。在一天之後，希臘國家
公共衛生組織 24 日稱，新冠病毒基因組
監控網絡再確認 1 宗印度發現的變種病
例，令希臘現有的印度“雙重變異”新

病毒樣本與印度突變菌株有很多共同點
，並在一個多月後最終證實為印度變種
病毒株。但這名男子並沒有出行外遊，
或接觸過任何已知確診病例的歷史。
印度 B.1.617 型變種病毒株的棘突蛋
白發生雙重突變，比原始菌株更具感染
力。世衛組織專家瑪麗亞· 範· 科霍夫表
示，印度發現的新病毒同時帶有 E484Q
和 L452R 兩種突變，可能導致傳染性的
增強，一些突變還會降低中和反應，或
會影響疫苗等防疫應對措施的有效性。
目前，這種“雙重變異”病毒已經
傳入歐洲多國。全球多國政府也已經陸
續宣布限制印度旅客，以及近期曾經到
訪印度的人士入境。

趁著周末時間預約到店購物或者取貨。
隨著新冠疫苗接種的不斷推進，希
臘距離構建群體免疫墻越來越近。持這一觀
點的有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和數字治理
部長皮埃拉卡基斯。他們均認為，對30歲以
上人士開啟疫苗接種預約平臺，可以令希臘
的疫苗接種率超越歐洲平均水平。
希臘多名醫學專家也認為，由於疫苗
接種步伐加快，希臘在2021年夏季料將能
夠建立一道堅固的“免疫墻”。據估計，
希臘目前已經有 27%的人口已經通過自然
感染或者疫苗接種，產生了抗體。
希臘流行病學教授馬吉奧基尼斯表示
，鑒於天氣炎熱以及越來越多人接種了疫
苗，希臘今夏爆發疫情的可能性非常小。

冠病例增加至 2 例。
第二宗病毒的樣本來自一名居住在
雅典的 33 歲外籍女性，她是希臘永久居
民，4 月 4 日從迪拜入境希臘，並持有出
發國家所出具的核酸測試陰性證明。她
入境希臘後出現癥狀，因此再次進行新
冠檢測，並確診陽性。
如開放 30 歲以上組接種
希臘延長對多國航班禁令
據報道，這名患者的不適感輕微，
接種率有望超歐洲平均水平
免隔離名單增長
無需住院，且目前臨床癥狀已經完全消
另一方面，希臘下周將進入復活節前夕
此外，希臘民航局 4 月 25 日發布最
失，隔離也已完成。希臘國家公共衛生
的“聖周”。為方便民眾購物，希臘購物中 新指令，繼續延長對多個國家的航班禁
組織正追蹤和隔離相關密切接觸者。
而首名確認感染印度變種新冠病毒 心、百貨公司、奧特萊斯打折村從24日起重 令，以及對歐盟規定以外的非歐盟國家
的帕特雷男子在 3 月 16 日已經出現輕微 開，而本周日(25日)各商店也會開門營業。 公民入境禁令，直至 5 月 3 日。對國內航
在雅典市中心商業街，大批消費者 班的限制措施則實施至 5 月 10 日。
癥狀。希臘科研人員發現，該名男子的

秘魯發現新變異毒株
上千名患者等待 ICU 床位
綜合報導 根據秘魯卡耶塔諾-埃雷迪亞大學的研究小組提交的一份
報告，新冠病毒的一個新變異毒株，即 C.37，已經在秘魯被發現。
該小組負責人詳細介紹說，C.37變體是由一個叫做B.1.1.1的變體而來。
此前，秘魯國家衛生研究所稱，利馬39.7%的確診患者感染巴西報告的變
異病毒。然而，該小組只檢測到該變體占2.9%，而新的C.37變體占40.6%。大
學解釋說，這一差異可能因為衛生研究所使用了成本較低的檢測方法。
除秘魯外，在 1 月底，智利和美國也發現了 C.37 病毒感染病例。研
究人員解釋說，還不確定它是否更具有傳染性，為此他們需要繼續收集
更多的數據，這將需要時間、資金和國際合作。
同樣，研究人員也不能確定 C.37 變體是造成第二波秘魯疫情死亡人
數增加的原因。
當地時間 4 月 25 日，來自 OpenCovid 平臺的電子工程師和數據分析
師胡安· 卡洛斯· 卡巴哈爾指出，根據秘魯國家死亡信息系統的記錄，上
周平均每天有 1138 名秘魯人死亡。
卡巴哈爾警告說，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導致衛生系統崩潰，許多民眾
缺乏防護意識。
另一方面，秘魯重癥醫學會前任主席何塞· 瓦爾韋德指出，根據住
院病人轉移到 ICU 的請求，可以確定有多少人在等待 ICU 床位。這一比
例始終是住院病人的 30%，目前秘魯住院病人約為 15000 人，超過 4500
人需要 ICU 床位，而秘魯只能為 2500 人或更多一點的人提供 ICU 床位。

比利時布魯塞爾居民確診感染

據報道，從 4 月 26 日實施至 5 月 3 日
，來自歐盟和美國、英國、阿聯酋、塞
爾維亞、以色列、澳大利亞、新西蘭、
韓國、泰國、盧旺達、俄羅斯和新加坡
、持有疫苗接種證明或者持有核酸檢測
陰性報告的旅客無需隔離；
除了上述國家外，其它國家和地區旅
客在入境希臘後，必須按照在旅客定位表
(PLF)中申報的希臘住址進行自我隔離7天
。計劃在希臘逗留時間少於7天的旅客，也
必須進行自我隔離直到離開希臘。
從國外入境希臘的所有人士，包括
來自歐盟成員國的旅客，必須持 72 小時
內新冠病毒測試陰性報告，抵達後接受
快速病毒測試。如果旅客的測試結果呈
陽性，則強制隔離 14 天。
所有旅客從希臘出境或者入境希臘前至
少24小時填寫《旅客定位表》、提供包括出
發地、旅行史、在希臘居住地等信息。航空
公司在乘客登機前，必須確認乘客已經提交
該調查表，以及已經收到相對應的二維碼。
歐盟規定以外的非歐盟國家公民，
暫時不能入境希臘。

盟友翻臉“捅刀”？約翰遜否認
綜合報導 英國媒體報道稱，首相鮑
裏斯· 約翰遜去年 10 月曾說，就算“成千
上萬的屍體堆積”也不要再為新冠疫情
“封城”。
《每日郵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
報 道 ，約翰遜當時剛同意實施第二輪
“封 城 ” 措 施 ， 他 在 首 相 府 一 次 會 議
上 稱 ，“不要再有該死的‘封城’了，
就讓成千上萬的屍體堆積。”報道沒有公
開消息人士的姓名。
這一爆料令約翰遜面臨巨大輿論壓
力。反對黨工黨領導人基爾· 斯塔默敦促
約翰遜作出說明。
約翰遜發聲澄清，否認說過那樣的
話 。 “沒有（說過），”約翰遜說，
“ …… 作 為 政 府 ， 我 們 要 做 的 是 確 保
‘封城’發揮作用。‘封城’已經起到
作用。”
《每日郵報》尚未回應約翰遜最新表
態。
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萊士力挺約翰
遜 。 他 接 受 天 空 新 聞 頻 道 采訪時說，

《每日郵報》的報道“不
是真的”，既沒有明確消
息來源，又在具體事件上
含糊不清，“報道內容絲
毫不嚴肅”。
截 至 26 日 ， 英 國 新
冠 病 亡 人 數 超 過 12 萬 ，
僅次於美國、巴西、墨
西哥和印度，為歐洲最
多。批評者認為，約翰
遜政府應對疫情不力，
前期反應遲緩、沒有及
時給醫務人員提供足夠
防護裝備、新冠病毒檢
測體系錯漏百出、執行“封城”不夠
嚴格等。
今年 1 月，英國政府宣布英格蘭地
區實施第三輪“封城”，以遏制變異
新冠病毒引發疫情蔓延，數十萬商家
關門停業。
路透社報道，首相府認定約翰遜的前
高級顧問多米尼克· 卡明斯先前泄露了不

利於約翰遜的消息。卡明斯否認這一說法
，但指責約翰遜試圖利用政治捐款給唐寧
街 10 號首相府的裝修買單。約翰遜方面
對此予以否認。
卡明斯曾是約翰遜盟友，協助約翰遜
制定“脫歐”政策，所持強硬“脫歐”立
場助後者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卡明斯去年
底離職。

在印度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
綜合報導 比利時布魯塞爾衛生當局通報，一名布魯塞爾居民確診感染
在印度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令比利時全境同類感染病例增至24例。
布魯塞爾共同社區委員會防疫部門負責人當日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
向外界通報相關情況。該負責人表示，這名居民來自布魯塞爾東部的聖若
斯區(Saint-Josse)，今年3月末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4月21日確診感染變異
新冠病毒，4月26日進一步確診感染在印度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
該負責人證實，這名居民並非印度公民，目前正居家隔離；布魯塞
爾新冠病毒追蹤機構已著手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希望找到這名居民的感
染源頭。
截至 4 月 26 日，這是布魯塞爾首度報告其居民確診感染在印度發現
的變異新冠病毒，也令比利時全境同類感染病例增至 24 例；根據公開報
道，其余 20 例來自比利時阿爾斯特市，另外 3 例來自比利時第二大城市
安特衛普。
今年 3 月末以來，印度先是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發現被命名為
“B.1.617” 的 變 異 新 冠 病 毒 ， 其 後 又 在 西 孟 加 拉 邦 發 現 被 命 名 為
“B.1.618”的變異新冠病毒，由於這些病毒包括多處突變，外界憂慮病
毒免疫逃逸能力和傳染性有所增強。
近日隨著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除比利時外，英國、瑞士、
希臘等歐洲國家亦報告本國居民或過境旅客確診感染在印度發現的變異
新冠病毒；為防病毒擴散，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現已加大對來自印
度人員的防疫力度。

84 萬美元！美國一美元硬幣原型高價拍出
綜合報導 美國一美元硬幣原型、1794 年由費城造幣
廠鑄造的一枚銅幣，拍出 84 萬美元的價格，遠高於此前
預估。
海瑞得拍賣行發言人布拉德利表示，這枚銅幣與費
城後來鑄造的銀幣十分相似，卻因少了外圍一圈星星圖
案而聞名。原主人為得州遊騎兵棒球隊共同主席辛普森，
原預估售價為 35 萬至 50 萬美元。
海瑞得拍賣行的利普森表示，這枚無星硬幣被收
藏家和相關機構視為是後來銀制美元的獨特原型。它的
正 面 印 有 長 發 飄 逸 的 自 由 女 神 像 並 註 明 1794 年 份 ， 另
一面印有花圈環繞一只站在巖石上的小鷹。
利普森指出，可能是因為這枚硬幣一直被埋藏在
造幣廠原址，圖案已被腐蝕，並非處於完美狀態，硬幣
的棕色表面有些刮痕和其他印記。
據 拍 賣 行 聲 明 ， 這 枚 硬 幣 已 被 轉 手 八 次 ， 現 年 73
歲 的 辛 普 森 於 2008 年 購 買 了 這 枚 硬 幣 和 其 他 圖 案 的 硬
幣作為收藏。他說：“硬幣應被當作藝術品欣賞，我從
中獲得無窮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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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事情報龍頭警告
俄軍對美構成生存威脅
（綜合報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美國與俄
國近來因烏克蘭與制裁、驅逐外交官事件，而關係陷入緊繃。
值此之際，美國防情報局局長柏瑞爾(Scott Berrier)29 日在出席
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警告，俄國儼然對美國構成
「
生存威脅」。
這場會議主題圍繞在全球威脅。柏瑞爾表示，俄軍已成為
美國的生存威脅。俄國使用軍事力量來維持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力，與美國競爭全球首強，並脅迫挑戰俄國重要國家利益的對
手。特別是，莫斯科持續投資戰略核武，以形成新能力並強化
其戰略嚇阻，進而將美國本土置於風險之中。
柏瑞爾強調，俄國的軍事權力來自於長期投資、研發核武
，以及在國防與區域行動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傳統武力。他警告
，透過長程精準巡弋飛彈與動員有限的遠征能力，俄軍投射軍
事權力的能力正不斷成長。此外，俄軍高層正總結參與敘利亞
戰爭的教訓，並納入官兵訓練與演習之中。
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費雪(Deb Fischer)問到，軍方如何評

估俄國核彈頭研發之事；柏瑞爾回應，自 2018 年起，國防情報
局便開始評估俄國核武研發，並發現俄國不斷更新核彈頭，而
每年生產的核彈頭數也達到數百枚，這個數字迄今依舊有效。
與此同時，美國已暫停核試驗；但俄國沒有。
當費雪表示，軍方是否認為俄國並不遵守《部分禁止核試
驗條約》，但美方卻忠實履行時，柏瑞爾表示的確如此。
CNN 指出，正當俄國與美關係異常緊繃之際，柏瑞爾的
證詞再度披露莫斯科對華府的威脅。拜登政府 4 月初才以俄國
介入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持續占領克里米亞並侵害人權，以
及 SolarWinds 駭客攻擊，下令對莫斯科祭出制裁。
面對俄國網攻與干預美國大選，拜登在就職以來首次國會
演說中更表示， 「談到俄國，我要向普丁傳遞清晰的訊息，儘
管我們不尋求……升級；但如果他們的行動是事實，他們的行
動將產生後果。事實會證明這是真的」。
不過，正如拜登在演說中也強調，如果美俄之間有共同利
益，雙方也能展開合作；美官員爆料，白宮有意讓拜登與普丁

在歐洲會面，以針對彼此關係進行細部磋商，最快今年夏季初
便能成行。
對此，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
「我們仍在研究這項提議。每次華府在會議上都會揚言要俄國
付出代價或不可避免制裁。因此，俄方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
。
CNN 表示，俄國上週與西方國家因烏克蘭而陷入極度緊
張，所幸最後俄國有所收手。俄國媒體報導，就在莫斯科派兵
前往烏克蘭與克里米亞一帶進行演習後，部隊撤回其基地。
事實上，近幾週以來，俄國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讓烏東
地區的緊張情勢再度升級。自 2014 年以來，烏克蘭政府軍頻頻
與俄國撐腰的分離主義分子進行作戰。CNN 等媒體更爆料，
俄國在烏克蘭邊境的駐軍數，已達 2014 年以來的最高峰。雖然
俄國國防部長蕭依古最終宣布撤軍，但不能確定俄軍留在當地
的人數為何。

白思豪盼紐約市 7 月全面解封
關鍵在大眾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今天說
，紐約市有望自 7 月 1 日起 「
全面重新開放」。
法新社報導，白思豪未明確說明疫情限制將於何時或如何
解除，這實際上應由紐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決定，
兩人關係並不睦。
白思豪告訴微軟國家廣播公司（MSNBC）： 「我們準備
讓商店、企業、辦公室、戲院全面開放。」
白思豪表示，仍有 「工作要完成」。他說，重新開放的關

鍵將是讓全民接種疫苗。
古莫則表示，做預測是 「不負責任」的行為，但希望紐約
市能提早結束限制措施。
他告訴記者： 「如果我們做了必須要做的事，就可以提早
重新開放。」
紐約市去年 3 月開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後實施各
種限制措施，約 3 萬 2000 人因染疫而死。
根據紐約市統計，市內目前已施打約 640 萬劑疫苗。850 萬

名市民中，約 240 萬人已接受完整疫苗注射。白思豪說，目標
是在 6 月底達到 500 萬人完整接種疫苗。
古莫最近數週已鬆綁若干限制，准許餐廳、運動場、電影
院和表演場地在限制入場人數的條件下重新開放。但預料百老
匯劇院不會在 9 月前恢復營業。
儘管當局推動疫苗接種，大多數紐約市民仍居家工作，辦
公室依然空蕩無人。

美貿易代表戴琪公布301報告 陸列優先觀察、肯定台保護商業機密
（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當地時間 4
月 30 日(台灣時間 5 月 1 日)公布《2021 年 301 條款調查報告》。
報告中點名中國大陸並沒有履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承諾，並將
北京持續列入優先觀察名單。此外，報告也肯定台灣修訂《營
業秘密法》、並透過司法打擊大陸企業竊取美國商業機密；不
過，台灣、大陸非法訂閱影音串流平台猖獗，也同時遭美方點
名。
半島電視台分析，這份報告透露美方敦促北京更尊重智慧
財產權的訊息，也證明拜登政府會延續川普時期的做法，嚴厲
打擊竊取智慧財產權、數位盜版等商業犯罪行為。
美國貿易代表署將中國大陸列入國家級 「優先觀察名單」
，並強調會持續監督其行為。儘管過去 1 年以來，北京持續修
訂專利、版權與刑法；但是，這些法律的改革需要有效的落實
，且不足以滿足北京在智慧財產領域中所需要的結構性變革，
故將其持續列為 「
優先觀察名單」。

除中國大陸外，列入該名單的還有阿根廷、智利、印尼、
印度、俄國、沙烏地阿拉伯、烏克蘭與委內瑞拉。
報告也提到，隨著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不但促成線上購物
的市場成長，也導致部分智慧財產權保障的問題。報告點名大
陸法院近幾個月 「廣泛地禁止智慧財產權擁有者在全球任何地
方主張其專利」；習近平推動大陸《智慧財產權法》法的境外
使用，也遭到報告 「
關切」。
報告直白地表示，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市場規模為全球最大
，而其盜版商品的猖獗，正因銷售由傳統實體市場轉進至線上
購物而更為嚴重；如今，隨著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這樣的犯罪
行為更盛行了。
此外，報告也表示部分國家與地區反映，新冠疫情的大流
行讓測試試劑、N95 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消毒劑、清潔劑的
需求大增；但各國卻買到來自大陸的大量仿冒品。
報告則稱許台灣在保護商業機密上的努力。台灣修訂《營

業秘密法》後，美台檢調單位合作調查，並起訴台灣半導體企
業的 3 名前員工，與大陸國營企業密謀竊取美國企業商業機密
，最終法院也做出有罪判決。
此外，台灣政府與美國在台協會也合作籌辦視訊研討會，
主題圍繞在營業秘密保護與數位侵權防止；台灣還加強商業秘
密制度等規範。
不過，包含兩岸與香港、新加坡、泰國、巴西、阿根廷，
都遭點名訂閱非法影音串流平台，而大陸更是相關設備製造中
心。
事實上，戴琪曾多次公開表示，北京需要履行川普時期簽
署的 2020 年貿易協議第一階段的的承諾。在該協議中，北京承
諾打擊大陸企業竊取美方智慧財產權的行為；不過，由於新冠
肺炎大流行導致運輸業與供應鏈一度喊卡，故未能實現 2020 年
第一階段協議。報告強調， 「美國持續關注大陸在履約上的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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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義偉政府上臺後首次迎國政選舉

自民黨全部告負

綜合報導 日本菅義偉政府
上臺後首次迎來國政選舉，眾院
北海道 2 區和參院長野選區的補
選、參院廣島選區的重選實施投
計票。包括不站而敗在內，自民
黨全部告負。
報道稱，立憲民主黨等在野
黨憑借“四黨共鬥”獲得 3 勝。
這被視為下屆眾院選舉的前哨戰
，結果對首相菅義偉(自民黨總
裁)造成打擊。眾議員任期即將
於 10 月屆滿，菅義偉的眾院解散
戰略勢必受到影響。執政黨內部
或將出現對提早解散的謹慎論調
和對在菅義偉領導下實施眾院選
舉的擔憂。
自民黨在北海道 2 區沒有推
舉候選人，在角逐激烈的廣島、
長野則獲得公明黨的推薦。包括
保守派地盤廣島在內的全敗戰績
反映出圍繞“政治與金錢”及新

冠應對的批評政府意見根深蒂固。
雖然自民與公明黨在廣島力圖動員
支持團體，但受圍繞2019年參院選
舉的違反《公職選舉法》案件影響
，未能充分展開競選活動。
自民黨選舉對策委員長山口
泰明在黨總部面對記者承認政治
與金錢成為敗因，並表示“嚴肅
地認識到這是選民的審判”。公
明黨幹事長石井啟一對政權運營
所受影響表示擔憂。
在野黨匯集了以工會總聯合
會(聯合)為中心的“組織票”，
並吸納批評政府的選票。在廣
島 ， 為 眾 院選舉的在野黨共鬥
探 風 向 而 實 施總體戰的做法起
到效果。
立民黨幹事長福山哲郎在黨
總部對記者表示：“菅義偉內閣
被下達了極其嚴厲的審判。這是
政治與金錢等醜聞和新冠應對招

致國民不信任的結果。”
廣島的前參議員河井案裏因
違反《公職選舉法》的有罪判決
確定而當選無效，為此實施重
選 。少數黨派新人宮口治子(45
歲，立民、國民、社民推薦)也
獲得日本共產黨的支援，擊敗自
民黨新人。
北海道 2 區補選因身陷受賄
案的前農相吉川貴盛(已退出自
民黨)辭去議員之職而實施。立
民黨的前議員松木謙公(62 歲，
國民、社民推薦)也獲得日本共
產黨的支援，實現第 5 次當選。
長野因立民黨前國土交通相
羽田雄一郎去世而實施補選，立
民黨新人、其弟羽田次郎(51 歲
，共產、國民、社民推薦)擊敗
自民黨新人等，實現首次當選。
作為“悼念之戰”獲得了廣泛支
持。

連續 12 天新增確診超 2000 例
馬來西亞擬加強防疫舉措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通報
稱，截至當日中午12時，該國過去24
小時內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776例
。包括26日在內，馬已持續12天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2000例。
而在本月 15 日單日確診病例
再次突破 2000 例之前，馬來西亞

曾持續 40 余天將這一數字保持在
2000 例以下。
馬來西亞衛生部長阿紮姆當日舉
行記者會指出，今年以來馬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有六成是未知感染源的病例
，總數約為17萬例，這顯示“病毒已經
出現在社區”。此外，今年以來，馬
來西亞已有逾2.3萬名12歲以下兒童
確診新冠肺炎。他說，為此馬將采取
措施加強學校防疫。
針對疫情現狀，馬衛生部相
關專家組近日建議政府采取針對
性行動管制令、進行大規模針對
性篩檢和監督病例、與民眾加強
風險溝通以及加速新冠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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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項舉措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衛生部副總監張誌強表示，原
則贊同專家組所提出的建議，馬衛
生部門正在探討如何在短時間內進
行大規模新冠肺炎篩檢。張誌強指
，若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進行大規模
篩檢，就會讓篩檢失去意義，“在
執行方面，我們必須找出一個快速
進行的測試方式”。
阿紮姆並在接受當地媒體采
訪時表示，民眾跨州出行禁令或
將延續到開齋節之後。他認為，
根據目前疫情形勢和變異病毒帶
來的威脅，馬應繼續嚴格執行防
疫措施來遏制病毒傳播。

支持本國疫苗廠商
外媒：印度政府不進口疫苗 由各邦安排
綜合報導 印度新冠疫情急轉直下之際，路
透社 26 日援引兩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報道稱，
印度聯邦政府將不會進口新冠疫苗，但期望由各
邦及企業安排進口。報道稱，這項決定可能會拖
累疫苗采購。
報道稱，消息人士表示，印度總理莫迪領
導的聯邦政府希望藉由保證向國內疫苗制造商
采購，以支持本國疫苗廠商。報道提到，印度
政府本月首次向國內疫苗廠商預先支付了疫苗
購買款項。
報道提到，本月感染病例飆升後，莫迪政府
敦促輝瑞、莫德納和強生公司提出在印度銷售疫
苗的申請，並為這些公司放寬了規定。不過，報
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政府現在把與外國藥廠
簽署協議的決定權交由各邦和企業決定，聯邦政
府則主要購買本土企業生產的疫苗。
據報道，疫情最嚴重的馬哈拉施特拉邦表示

，將考慮全球采購疫苗。路透社說，該邦是印度
最富裕的邦，但許多貧困的邦如果沒有聯邦政府
的財政支持，從海外進口疫苗可能落於人後。
報道稱，印度外事部門、衛生部門和商務部
們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報道還稱，輝瑞已經
表示正在與莫迪政府討論出售疫苗。強生也尋求
批準進行小型本地試驗，但沒有計劃在印度銷售
其疫苗。莫德納則沒有做出評論。
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連創新高
，據印度衛生部門 26 日最新通報，過去 24 小時
印度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352991 例，連續第五天刷
新全球單日新增新冠病例紀錄，累計確診達
17313163 例；新增死亡病例 2812 例，累計死亡達
195123 例。由於疫情不斷惡化、醫療資源告急，
印度多地宣布收緊疫情防控措施。印度總理莫迪
25 日敦促所有印度公民接種新冠疫苗並保持謹慎
，並稱“一場感染風暴撼動了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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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灣園菲傭傳染僱主10月大女嬰 同座逾千戶隔離21天

無源變種毒首侵社區
香港出現首宗社區感染的無源頭變種病毒個案，患者



●港府 29 日晚突圍
封東涌映灣園悅濤軒
第十一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是一名近年無外遊記錄的菲傭，與僱主一家居於東涌映灣

(

園悅濤軒第十一座。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發現患者同時帶有
N501Y 及 E484K 兩種變種病毒株，她照顧的 10 個月大女

嬰也染疫。菲傭潛伏期在東涌、青衣一帶活動，更曾到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參加崇拜領唱詩班“播
疫”；男僱主是旺角全邁進心理學中心的心理學家；女僱主是東涌靈糧堂秀德小學的教師。由於變種
病毒傳播力強，患者所住的大廈所有樓層的住戶 29 日晚要撤離進入檢疫中心隔離 21 天，以阻截變種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日初步確診，特區政府 29 日晚突
然圍封她入住的映灣園悅濤軒第十一
座，原本擬為居民強制檢測，後來證實該
菲傭感染變種病毒，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
文健及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 29 日晚到
場視察後宣布，今次是首宗社區感染變種
病毒株個案，形勢非常嚴峻，故決定當晚
將悅濤軒第十一座全幢住戶撤離，並送往
隔離檢疫 21 天。受影響住戶約涉及 400 個
單位，逾千名居民。

菲傭 2019年赴港後無外遊

映灣園變種病毒個案

曾出席教會聚會探親買餸

感染病毒：N501Y及E484K變種病毒

曾與患者一同出席教會聚會的密切接
觸者必須接受隔離檢疫，中心已找到 14
人，並已聯絡密切接觸者同住成員接受檢
測。
此外，外傭潛伏期間，僱主曾有親戚
到其家中探訪，親戚也需接受檢疫。
染疫菲傭本月 9 日還到過富東廣場富
東街巿，本月 11 日、18 日及 25 日休息天
則到訪文東路公園，中心已追蹤到兩名與
患者同行的朋友。她亦曾到東薈城叫外
賣，另於本月 12 日及 16 日到訪映灣園的
Fusion 超巿，曾與患者同日到有關地點的
巿民亦要強制檢測。
悅濤軒第十一座住戶張先生當晚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兩名工作人員晚上
上門着他前往接受檢測，檢測後民政事務署
有職員進行講解。“無咩好擔心，被送往檢
疫感到有點麻煩，始終要隔離21天，時間較
長，不能上班，所以會帶筆記型電腦去隔
離，之前都試過在家工作，但沒有在公司工
作那麼方便。”

染疫菲傭資料
年齡：39歲
抵港年份：2019年，無外遊記錄
發病時間︰4月23日開始咳嗽
曾到訪地點

‧4月9日曾到東涌富東廣場富東街市
‧4 月 11 日、18 日上午到青衣聖多默
宗徒堂參加崇拜並領唱詩班，14 名
詩班成員已找到
‧4 月 11 日、18 日及 25 日下午到文
東路公園
‧4 月 12 日及 16 日到映灣園 Fusion
超巿
‧4月25日到東薈城叫外賣

僱主一家資料
男僱主：旺角全邁進心理學中心的心
理學家，本月14日最後一次上班，26
日曾回中心取回物品，檢測呈陰性
女僱主：東涌靈糧堂秀德小學4B班教
師，本月 28 日最後一次上班，檢測呈
陰性

● 映灣園悅濤軒第
十一座住戶接受檢
測，後因發現同座
一名菲傭確診為變
種病毒，全體住戶
改為隔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10個月大女嬰：已確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外傭假期“犯聚”僱主自危無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反反覆覆逾
一年，外傭假日聚集違規的情況卻從未收斂。香港
文匯報多次報道在中環、旺角天橋等地仍有大量外
傭聚集，部分更除口罩聊天，亦沒有保持1.5米的
社交距離。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直
言，僱主對上述情況毫無辦法，惟望政府在執法票
控方面應該加大力度。

外傭享休假外出權利
29 日有外傭感染到變種病毒，容馬珊兒 29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全港傭工和僱
主現在“草木皆兵”，特別是外傭在過去一年的
假日聚會未見減少：“她（染疫外傭）感染到變
種病毒，是否在外傭聚會中染疫？她在潛伏期有
否去聚會？會否一傳十，十傳百？全港傭工和僱
主人人自危。”
容馬珊兒直言，僱主對外傭假日聚集毫無辦

法，因為外傭有權利外出，僱主只能勸喻。早
前，有一名年事已高的僱主向她反映，很擔心外
傭聚會後會染疫，多次建議其外傭避免外出聚
會，對方非但不理會，反而早出晚歸。該僱主知
道這是外傭的權利，但自知自己屬於高危人士，
最後因過分擔心而要看精神科醫生。

望政府加強執法罰款
容馬珊兒批評，外傭“犯聚”變本加厲，
“在維園內架起帳篷，在帳篷內煮食、剪髮、買
賣賺錢，均沒有戴上口罩。”協會曾去信區議
會、康文署要求強硬執法，惟未有被正視，“政
府寬鬆執法，當她們發現原來幾個人聚在一起都
沒事，好快就視限聚令無到……政府如果不執
法，或者執法不夠，外傭根本不會驚。不過，外
傭錢不多，只要（政府）認真罰多幾次，他們自
然會收斂。”

屬 輸入 1 3 宗 來
全
自尼
診
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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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9 日新增 15 宗新冠確診個案，全部
均為輸入病例，當中多達 13 名患者來自尼泊爾，
其中兩人感染 N501Y 變種病毒，他們 27 日搭乘尼泊爾
皇家航空RA409航班抵港。
由於東南亞地區的疫情仍嚴重，特區政府 29 日宣布延續禁
止所有從印度、巴基斯坦及菲律賓赴港的民航客機着陸的措施，
並由5月1日午夜零時起對尼泊爾實施“禁飛令”。尼泊爾亦會自同
日起與上述三個地區同樣被列為極高風險指明地區，曾在該些地區逗
留的人士會被限制登機赴港。
尼泊爾近日疫情急速反彈，28 日新增 4,774 人染疫，其中 1,464
宗來自首都加德滿都，全國累計錄得逾 31.2 萬宗確診。為遏止疫情
擴散，當局宣布加德滿都在內的主要城市，29 日上午 6 時開始第
二度封城 15 天，除了受限地區需暫停陸上非必要交通外，所有
尼泊爾公民及海外旅客，包括從陸路入境的中國和印度旅
客，均須持有 72 小時內檢測陰性證明，入境後需在酒
店或家中隔離10天。公共衞生專家表示，印度由
於疫情嚴峻，已暫停向逾 90 個發展中國
家供應疫苗，尼泊爾亦受影
響。

爾
泊

歐家榮表示，菲傭照顧的 10 個月大女
嬰染疫，兩夫婦則暫時呈陰性。其中，女
僱主為東涌靈糧堂秀德小學的教師，任教
4B 班；男僱主是一位心理學家，在旺角全
邁進心理學中心工作，最後一天上班是本
月14日。
該名菲傭自 2019 年赴港後再無外遊，
中心表示，目前無證據顯示個案與早前的
輸入性變種病毒個案有關，暫時未找到感
染源頭。患者本月 23 日開始咳嗽，3 天後
到屋苑一間私家診所求醫，翌日到東涌北
公園流動檢測站採樣發現。
患者潛伏期間，曾到青衣青綠街 5 號

聖多默宗徒堂參加崇拜，並領唱詩班，特
區政府會向曾於本月11日或18日於該處逗
留人士發出強制檢測公告，有關人士須於
5月1日前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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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菲傭39 歲29

增

毒株擴散風險。

專家倡全港外傭強檢
有專家 29 日晚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東涌映
/
灣園菲傭染疫顯示變種病毒可
能已在社區傳播，特區政府的
當務之急是盡快追蹤患者過去
14 天的行蹤，找出源頭患者。同時，染疫菲傭有
可能是經同鄉聚會受感染，顯示這個群體可能有
隱形傳播鏈，政府有需要強制全港外傭進行定期
檢測，快速截斷傳播鏈。

或與同鄉聚會時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當晚表示，確診菲
傭受感染時間或者並非太久，而未來兩周是關鍵
時刻，須進行雙向追蹤，包括對菲傭過去 14 天逗
留的地方進行強檢，把所有接觸者送往檢疫，同
時找出感染源頭，追蹤其行蹤和曾接觸的人士，
務求在社區未出現爆發前堵截病毒傳播。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

殷表示，變種病毒漸漸由外地輸入，演變成本地
感染，相信較大機會是該名染疫菲傭，與剛赴港
的同鄉聚會時受到感染。

增資源提升檢測質量
他認為，在追查染疫菲傭的感染源頭的同
時，政府須加強防止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其中指
定檢疫酒店為病毒傳播的高危地點之一，但外判
檢測承辧商的採樣員未必具備經驗，且可能每日
工作量大，採樣質素存疑，令變種病毒感染者進
入社區，故政府應增加資源提升檢測質量。
由於可能有外傭已將變種病毒帶入社區，過
去不少外傭每逢周末也有聚會，有播疫風險，曾
祈殷建議強制全港外傭接受定期病毒檢測，可暫
規定七天一檢，為時兩個月，以釐清外傭群組有
否存在病毒散播情況。同時，政府應該暫時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避免疫情再次爆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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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促建航天強國 勉自立自強創新超越

巨箭發射核心艙 三艙太空站在軌組裝展開

築夢中國太空母港
天和飛九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
月29日11時23分，中國太空站天和
核心艙發射升空，準確進入預定軌
道，任務取得成功。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致賀電，代
表黨中央、國務院和
中央軍委，向載
人航天工程
空間站

階段飛行任務總指揮部並參加天和核心艙發
射任務的各參研參試單位和全體同志致以熱
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建造空間站、
建成國家太空實驗室，是實現我國載人航
天工程“三步走”戰略的重要目標，是建
設科技強國、航天強國的重要引領性工
程。天和核心艙發射成功，標誌着我國空
間站建造進入全面實施階段，為後續任務
展開奠定了堅實基礎。希望你們大力弘揚
“兩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自立
自強、創新超越，奪取空間站建造任務
全面勝利，為全面建設社會

#


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
書記王滬寧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觀看
發射實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
席張又俠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現場宣讀
了習近平的賀電。
劉鶴、許其亮、肖捷，中央軍委委員
李作成、苗華、張升民在北京航天飛行控
制中心觀看發射。
中國太空站是中國獨立自主建造
運營的載人太空站，由天

和核心艙、問天實驗艙、夢天實驗艙三個
艙段構成。天和核心艙是太空站的管理和
控制中心，是發射入軌的第一個太空站
艙段。根據任務安排，太空站計劃於
2022 年完成在軌建造，具備長期
開展近地空間有人參與科學實
驗、技術試驗和綜合開發
利用太空資源能力，
轉入應用與發展
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太
空站任務開啟新時代，“太空母港”已入列。2021
年 4 月 29 日 11 時 23 分，搭載太空站天和核心艙的長

征五號 B 遙二運載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
約 494 秒後，天和核心艙與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
12 時 36 分，太陽能帆板兩翼順利展開且工作
正常，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此次發射任務
● 民眾
民眾29
29日在海南文昌淇水灣海邊觀看火箭升空
日在海南文昌淇水灣海邊觀看火箭升空。
。 法新社

成功，標誌着中國太空站在軌組裝建造全面展
開，為後續關鍵技術驗證和太空站組裝建造順
利實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掃碼看
“天和”
出征

天和核心艙是中國太空站發射入軌的
首個艙段，主要用於太空站統一控
制和管理，具備長期自主飛行能力，可
支持航天員長期駐留，開展航天醫學、
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核心艙全長
16.6 米 ， 最 大 直 徑 4.2 米 ， 起 飛 質 量
22.5 噸，為讓航天員在太空中的長期生
活更加舒適，核心艙在設計上較過去有
了很大突破，供航天員工作生活的空間
約 50 立方米，是目前中國自主研製的規
模最大、系統最複雜的航天器。

長五B首應用發射“窄窗口”報捷

節點艙

●與實驗艙對接

天和核心艙數據
全長16
全長
16..6 米
最大直徑4
最大直徑
4.2 米
發射質量
發射質量
22..5 噸
22

=

x 15
15架
架

生活控制艙
●載人
載人：
：3 人長期駐留
人長期駐留，
，6 人短期駐留
●空間
空間：
：約 50
50立方米
立方米
●設施
設施：
：空調
空調、
、餐飲
餐飲、
、娛樂
娛樂、
、ＷiFi
iFi、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電話

資源艙
●與貨運飛船對接

發射天和核心艙，是長征五號 B 運
載火箭的首次應用性飛行。專家表示，為滿足太空站任務要求，長五B研製
團隊相繼攻克了超大整流罩研製、大直徑艙箭連接分離、大推力直接入軌偏
差精確控制等核心技術，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持續優化和改進。結合太空站
艙段任務特點，長五B火箭事先規劃了應急軌道，這也是中國首次在非載人
火箭上應用該項技術，以確保發射萬無一失。與此同時，長五B火箭還突破
了零窗口發射技術，能將“零窗口”拓展到±1分鐘的“窄窗口”，以更好
地滿足後續實驗艙I、實驗艙II與核心艙進行太空交會對接的需要。

靜待天舟神十二 對接問天夢天
據了解，按照中國太空站建造的時間表，今年 5 月、6 月將分別發射天
舟二號貨運飛船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其中神舟十二號上由3名航天員組
成飛行乘組，將在軌駐留三個月。天和核心艙在先後迎接天舟貨運飛船和神
舟載人飛船後，將與問天實驗艙、夢天實驗艙實施交會對接，完成太空站三
艙組合體在軌組裝建造。這意味着，今明兩年將接續實施 11 次飛行任務，
包括3次太空站艙段發射、4次貨運飛船及4次載人飛船發射，於2022年完
成太空站在軌建造，實現太空站全部任務目標。

核心艙推進系統三個“首次”
為了實現至少在軌運行15年的設計壽命要求，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六院創新性運用“三個首次”核心技術攻破研製關鍵難點，助力
“史上最複雜”推進系統完美完成任務。

首次實現完全自動化
較 2017 年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實施“太空加油”的精彩表現，
此次核心艙推進系統首次實現了完全自動化的高難度技術突破。科
研人員為其研製出全新的自動補加程序，使其不再需要地面指令干
預或是航天員的輔助，即可實現完全自主補加。

首次將電推進動力應用到航天器
除了配備4台軌控發動機、22台姿控發動機這些在航天技術中
常用的常規動力以外，還額外配置了四台霍爾電推進發動機。太空
站在圍繞地球運轉的過程中，會因為地球引力影響軌道高度，需要
發動機消耗額外推進劑來抬升軌道。而霍爾電推進系統可有效節省
核心艙自帶推進劑的消耗，保證推進劑的合理充分利用。

首次設計部分設備在軌可更換維修方案

時隔四年多 航天員將返太空
值得一提的是，隨着神舟十二號任務即將實施，中國航天員將在時隔
四年多以後重返太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郝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目前共有4個飛行乘組同步展開訓練，訓練安排緊張周密。神舟十二
號飛船飛行乘組已經完成絕大部分任務訓練，即將轉入任務強化訓練階段。
後續飛行乘組也正在按計劃開展訓練。從航天員目前
的訓練成效來看，有能力承擔、
完成太空站建造階段
的各次飛行任務。

根據核心艙在軌 15 年的壽命要求，在以往可靠性設計、安全
性設計的基礎之上增加了維修性設計，首次設計了包括控制驅動
器、霍爾電推進發動機氣瓶等設備，可實現由航天員出艙在軌更換
維修的方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中國太空站數據
= 近70噸

未來可擴展到180噸

組裝過程

三艙組成

● 4 月 29 日 11 時 23 分 ， 中國太
空站天和核心艙在文昌航天發射場
發射升空，
發射升空
，準確進入預定軌道
準確進入預定軌道，
，任
務取得成功。
務取得成功
。
新華社

天和核心艙
+
問天實驗艙
+
夢天實驗艙

●分兩個階段建造
●各規劃6次飛行任務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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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以東方的食材為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
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著也帶動 「豆
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的潮
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
繁榮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
風味，並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
傳統食品中。一個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
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麵筋腸而賺
錢獲利。 Chiu 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司
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
話而變的太認真。 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
椒和綠辣椒豆腐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
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筋腸食品有不
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
玉米麵筋腸的計劃和工作。 Carol Chiu
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兒子從台灣台北搬
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務。 但抵
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
。 公司總裁 Carol Chiu 說: 我們可以自己
製作好的和新鮮的豆腐。 因為 Carol 全
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人決定在
一個 3000 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
的豆腐工作製作。 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
爾斯內夫（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
購買機器，查爾斯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
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 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 當他到達德州
時，一些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 他說
我聽說過，但我不知道，豆腐和豆漿對
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 Gary Chiu 說: 2001 年，

這個家庭開始出售春捲。 這是一種以可
識別的形式將豆腐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
。 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食品和主菜
，包括玉米粉蒸肉。 2005 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
如雞肉，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
麵筋腸的市場結果表現，因為它是一種
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嘗試品嚐玉
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 想要製作一種
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 我
認為很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他每
週幾天在當地的 Whole Food 食品市場商
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品。 我希望人
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鎮的
玉米麵筋腸一樣好。 最近到整個食品市
場的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
腸非常好吃，並將 9.99 美元的麵筋腸食
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
是一種味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
豬油和肉製成。 這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
食物。 我們很喜歡它，因為它是一種在
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 食品公司 Kirby Drive 的品嘗
專家 Sarah Drews 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
和豆腐麵筋腸。 客人們一直都在享受和
搜索玉米麵筋腸。 許多最好奇的顧客都
是西班牙裔，Gary Chiu 說。 我們已經
找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
當地的玉米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
筋腸。 今天，家人和十幾名工人在休斯
頓西南部 32,000 平方英尺的豆腐麵筋腸
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
腐炒飯以及其他產品。 Gary Chiu 說，

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做了很多豆腐系列
產品。 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式的豆腐
，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
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
年產生了超過 300 萬美元的銷售額，公
司今年將有更多的銷售豆腐系列產品，
包括豆腐麵筋腸。根據北美大豆食品協
會的數據，全國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
近 40 億美元，高於 1992 年的 3 億美元
。 豆腐現在正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
（包括老豆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
豆干、油豆腐、豆漿）都是採用高蛋白
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是唯一在
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
中、美各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
公 司 」 的 地 址 ： 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 電 話 ： （281 ）
575- 8801

（本報記者秦鴻鈞 ）剛來到美國的
華人,最早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
還能吃到國內每天必喝的豆漿，吃到三
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雲吞，成
立已 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
漿，使所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
藉中，能在異鄉再重拾信心與精力，在
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個高峰。而
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照
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
新，來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

休城畫頁

美南山東同鄉會理事聚會
4 月 26 日晚在 「
友家」
友家
」舉行

理事會現場。
理事會現場
。

理事會現場。
理事會現場
。

會長孫建義（
會長孫建義
（左一
左一）
）致詞
致詞。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孫建義會長（
孫建義會長
（右）向徐洪濱副會長
向徐洪濱副會長（
（ 「友家
友家」
」 東主
東主）
）
（左 ）表示謝意
表示謝意。
。

山東同鄉會副會長、 「友家
山東同鄉會副會長、
友家」
」 飯店東
主徐洪濱親自為大家燒製野豬肉。
主徐洪濱親自為大家燒製野豬肉
。

在新任會長孫建義的召集、
在新任會長孫建義的召集
、豐建偉醫師的關心指導下
豐建偉醫師的關心指導下，
， 「美南
山東同鄉會」 於本周一
山東同鄉會」
於本周一（
（4 月 26 日）晚，在 「友家
友家」
」 飯店舉行
飯店舉行。
。那
天是 「友家
友家」
」 的休息日
的休息日，
，專門開放 「專場
專場」
」 給理事使用
給理事使用，
，以策安全
。這場由新任會長孫建義召集的理事聚會
這場由新任會長孫建義召集的理事聚會，
，其主要目的有三
其主要目的有三：（
：（一
一
）修宗明會長近期要回國出差
修宗明會長近期要回國出差，
，對他對同鄉會的貢獻表示感謝
對他對同鄉會的貢獻表示感謝，
，及
祝願他在國內鵬程萬里大展鴻圖；（
祝願他在國內鵬程萬里大展鴻圖
；（二
二）是加深理事的溝通
是加深理事的溝通，
，促進
會務發展。（
會務發展
。（三
三）慶祝抗疫小有成效
慶祝抗疫小有成效，
，大家已經順利打完疫苗
大家已經順利打完疫苗。
。
當天，
當天
，新任會長為了此次聚會準備了野豬肉
新任會長為了此次聚會準備了野豬肉，
，新鮮魚及贊助紅
酒和啤酒。
酒和啤酒
。而當天理事們如楊俊義大師專程來去超市買了水果
而當天理事們如楊俊義大師專程來去超市買了水果，
，豐
醫生帶來了珍藏的西風酒，
醫生帶來了珍藏的西風酒
，李莉穎會長帶來兩瓶上等紅酒
李莉穎會長帶來兩瓶上等紅酒，
，以及
Sherry 送來了珍藏的威士忌
送來了珍藏的威士忌，
，都在在顯示了理事們對同鄉會堅如
磐石的向心力！
磐石的向心力
！

會長孫建義（
會長孫建義
（左一
左一）
）致詞
致詞。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
醫師 （ 立者 ） 在會上致詞
醫師（
在會上致詞,, 鼓勵大家趕快
去打疫苗，
去打疫苗
，讓疫情絕跡
讓疫情絕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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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