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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納臨床試驗 疫苗對青少年防護力達
疫苗對青少年防護力達96
96％
％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麻州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今天宣布，首次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他
們的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對 12

歲至 17 歲的青少年族群防護力達 96%。
法新社報導，美國 3235 名受試者裡，2/3 接
種莫德納疫苗，另外 1/3 施打安慰劑。
莫德納公司表示，研究顯示 「疫苗對 COVID-19 的防護力達 96%，耐受性良好，迄今沒
有出現嚴重的安全問題」。
研究人員在受試者施打第 2 劑後平均 35 天展

開追蹤，不過在施打完第一劑疫苗後 14 天，有 12
例受試者 COVID-19 確診。
莫德納表示，副作用的嚴重程度 「從輕微到
中度不等」，最普遍的是注射位置疼痛；而在施
打第 2 劑後，副作用包括頭痛、疲倦、肌肉痛與
畏寒發抖，不過迄今沒有出現嚴重的安全問題。
莫德納說，正和監管機關討論修改規則以讓

疫苗適用於 12 到 17 歲的年齡層。莫德納疫苗目前
在已獲批准的國家僅核可用於 18 歲以上族群。
輝瑞（Pfizer）與 BioNTech 共同研發的疫苗
也已向美國與歐洲監管單位申請，准許疫苗在 12
歲至 15 歲族群的緊急使用。加拿大已在 5 日成為
全球第一個批准輝瑞疫苗用於青少年族群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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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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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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白衣天使之節日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5/
05
/07
07/
/2021
今天是美國護士日，我們大家來感謝和慶

祝這個極有意義的日子，祝願全國的
白衣天使永遠快樂。
尤其是在過去一年多來，世界新
冠病毒之侵襲， 護士們守在病疫之最
前缐 ，多半都成為了盡忠職守的戰士
。
慶祝護士節已經是我們全國從五
月六日起一週之活動，我們希望全體
民眾要把護士照顧我們的故事廣為流
傳，當你再次到醫院去門診時，要特
別向在場的白衣天使表示感謝。
早在一九五三年時在美國衛福部
服務的蘇德蘭女士向艾森豪總統寫信
，建議總統頒佈國立之謢士日，經白
宮同意後 ，自一九五四年開始 ，全國民眾每年

都展開一周的慶祝活動。
近年來 ，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護理人員短
缺之現象， 尤其是在美國， 許多學生都不願讀
護理系，所以近年來大批來自亞洲尤其是菲律
賓護士到了美國任職， 但是仍然無法解決問題
。
我的母校拉馬州立大學有一所全國知名的
護理学院並且設有網上教學，招收全世界有意
到美國來考護士執照的國際學生。
我也設想未來在非洲幾內亞設立一所護士
專業學院，專門培養可以到美國來工作的學生
們，應該是项可行而實際之計劃。
全世界的護士們，你們實在太了不起，尤
其此次全球遭到之災難， 更顯示你們大公無私
犧牲奉獻之精神。

We Are Celebrating National
Nurses Day
Today is National Nurses Day.
On this day we all raise awarenes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all
nurses and the vital role nurses
play in our society.
National Nurses Week begins on
May 6th and ends on May 12th,
which also is the birthday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She was w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nursing.
She became well-known while
taking care of the wounded soldie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She is called, “The Lady With
The Lamp.”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day, especially in our pandemic period, we need to recognize
nurses everywhere and celebrate
their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to their patients. Tell everyone
about the service we have re-

ceived from the nurses. When we
visit a hospital or a clinic, again
we need to say a special thanks
again to all the nurses.
In 1953, Dorothy Sutherland, an
employee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sent a letter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proposing a National
Nurses Day. In 1974,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oclaimed a National Nurses Week.
Today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shortage of nurses, including
us here in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many Asian nurses came
to America especially from The
Philippines. Their hard work really helped us solve the shortage
problem.

I am planning to suggest the
opening of a nursing school in
West Africa close to Guinea.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train more

young people in nursing.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their studies,
they can help the nursing shortage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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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訪烏克蘭
籲俄停止侵略行動
(本報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6 日抵達烏克
蘭，與烏國總統澤倫斯基會談，重申美方力挺
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積極考慮加強
對烏方的安全援助。
布林肯批評俄羅斯雖然撤離部分兵力，但
仍保留大批軍人及軍備在烏東邊境附近，有能
力在短時間進犯；他敦促俄方停止對烏克蘭採
取 「魯莽與侵略的行動」。
布林肯指出，烏克蘭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
的優先事項，烏國正面歐雙重挑戰，對外有來
自俄羅斯的侵略威脅，對內有貪腐和寡頭政治
問題，強調烏國須致力改革貪腐。
他透露與澤倫斯基討論了烏克蘭加入北約
組織的 「歐洲─大西洋願景」，而且美方正積
極考慮提供烏方更多安全援助，但未透露更多
細節。
布林肯呼籲俄羅斯，不要再以 「魯莽和侵
略的行動」對待烏克蘭，俄方雖然撤走部分在

小妹靜芳與妹夫瑞禮從華府來電告知傅建
中大哥不幸逝世的消息,非常哀傷。傅建中大哥
是一位學貫中西，成就斐然的新聞界耆宿, 他
的辭世使新聞界痛失瑰寶，對我而言頓失一位
良師益友, 內心之失落難以言喻。
一九九 O 年秋天我與內人隨大哥李蔚華從
德州到華府創辦了華盛頓新聞, 草創初期我與
內人定居於馬州洛克維爾市,在採訪中有幸結識
傅建中大哥, 當時他是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
傅建中大哥是我從小崇拜的記者，所以第一次
見到他時我就告訴他,我在台灣從小就拜讀他的
作品, 希望尊他為師, 他卻哈哈大笑對我說:”小
老弟,客氣什麼啦, 以後我們倒是可以切磋切磋
呀!” 傅大哥給我留下的第一印像是那麼幽默
風趣,但文筆下的他對於官員卻是疾言厲色,針
鋒相對。
傅建中大哥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新聞
健將，我從他身上學到身為新聞記者必須實事
求是,旁徵博引, 言人所不敢言, 他的作品體現了
這些特色,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從未接受過
新聞專業訓練, 但他中英文造詣高深,文筆洗練,

評論文章, 字字珠璣,切中時弊, 許多官員都畏懼
他犀利的文筆，我記得有一次在公開宴會場合
中一位台灣駐華府高官就曾當著大家的面,對傅
大哥說:”你的關愛,就是我的存在!”由此可見
傅大哥影響力有多大。
著作等身的傅大哥是少數在華府見證中美
台錯綜複雜關係的記者, 少小離開家鄉天津到
台灣求學,又來美國深造從事新聞的傅大哥對中
國故土有著血濃於水的感情,所以他對兩岸關係
有精闢獨到的見解 。
1996 年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在芝加哥召
開時，傅大哥告知我他將親臨採訪，我有幸再
次與他共事,大會結束後，我與內人宴請他與夫
人，並與他交換採訪心得，從他身上受益頗多
, 他告誡我, 任何採訪不能靠電視轉播中去完成,
只有到現場身歷其境才能寫出好東西。
傅大哥走了, 我特別找出那張 25 年前與傅
大哥傅大嫂合影的照片, 如今他們兩人都已先
後辭世, 照片中的我也從卅郎當歲邁入盛壯之
年, 歲月匆匆,稍縱即逝, 人生真是難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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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邊境集結的部隊，但仍有重兵及軍備駐
紮，美方密切關注局勢發展。
澤倫斯基表示，華府對烏克蘭的軍事及財
務援助將增加，而今年是烏國獨立 30 周年，
他邀請美國總統拜登今年造訪該國。今年 6 月
舉行的北約峰會中，將討論烏國參加 「北約成
員國行動計畫」議題，希望美方給予支持。布
林肯回應說，拜登對此表示歡迎，希望安排在
適當的時機到訪。
布林肯在倫敦的七國集團（G7）外長會
議結束後訪問基輔，有專家分析認為，他此次
歐洲之行就是要強化各方對俄羅斯的強硬態度
，維持俄歐緊張態勢，進而拉攏歐洲國家聯手
抗俄。
俄羅斯在數周前在俄烏邊境集結 10 萬大
軍，導致兩國邊界緊張升高。布林肯 4 月中旬
緊急前往北約，當時美國與北約同聲譴責俄羅
斯，重申將維護烏克蘭的領土與主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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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飛抵意大利航班 6 人確診
機上所有人送至酒店隔離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
告新增確診病例 9116 例，死亡
305 例。截至 4 日 18 時，全國累
計確診病例 4059821 例，死亡
病 例 121738 例 ， 治 愈 病 例
3524194 例。
據報道，倫巴第大區衛生
部門 4 日向媒體通報，一架空
客 A330-900 航班 3 日從印度的
旁遮普 邦 阿 姆 利 則 市 飛 抵 倫
巴第大區貝加莫省奧廖阿爾
塞廖機場。飛機抵達貝加莫
省奧廖阿爾塞廖機場後，倫巴
第大區衛生部門對所有入境人
員分別進行了核酸檢測，結果
發現 6 名旅客對新冠病毒呈陽
性反應。

希臘政府因地區空氣汙染超標
被歐盟告上歐洲法院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近日采取行動，把希臘政府告上歐洲法院，
理由是該國的塞薩洛尼基市空氣汙染超標。根據歐盟委員會 4 月 26 日公
告顯示，委員會因塞薩洛尼基空氣汙染嚴重，曾於 2005 年、2013 年兩次
向希臘政府致警告信，但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稱，從 2005 年至今，希臘北部城市塞薩洛尼基
空氣中的顆粒物汙染，每年都超過規定的最高限值。歐委會認為，希臘
當局在治理空氣汙染方面的努力不夠，未能履行義務把對人類健康和環
境的有害影響降至最低，因此決定采取行動把希臘訴上歐洲法院。
在 2005 年，歐盟出臺法律要求各成員國限制空氣中的顆粒物汙染。
但事實上，歐盟 27 個成員國中的大多數到 2020 年都無法實現治理空氣汙
染的目標。
另一方面，希臘國家能源監管機構 RAE 已在 4 月 5 日宣布關閉四家
褐煤發電廠。這四家褐煤發電廠一直被認為是希臘最大的汙染源，粉塵
及二氧化硫排放量嚴重超標，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了巨大威脅。
希臘能源部近日還宣布，希臘最後一座褐煤電站將在 2025 年關閉，
比原計劃提前了 3 年。
希臘能源部高級官員亞歷山德拉· 斯杜庫表示，提前 3 年關閉最後一
家褐煤電站，這標誌著希臘加入了完全采用清潔能源的國家俱樂部，同
時開啟了公共電力公司向歐洲現代能源生產者的轉型。
目前，希臘約有 19.7%的能源是來自可再生能源，爭取到 2030 年將
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 35%。

南非政府計劃禁止圈養繁殖獅子
綜合報導 南非環境部長芭芭拉· 克裏西就外界關註的“南非野生獅
群保護”問題進行回應。她透露，南非政府計劃禁止圈養、人工繁殖獅
子，並提倡為遊客提供更真實的體驗。
此前，南非各地圈養獅子的方式飽受爭議，以獅子為主的大批野
生動物被限制在鐵柵欄限定的有限區域內。在這些區域內，獅子可
以被遊人隨意參觀、狩獵，而人工繁殖的小獅子更是成為遊人爭先撫摸
的對象。
針對上述爭議，克裏西表示，南非政府部門在參考調研了管
理 獅 子 、 大象、犀牛和豹子等大型野生動物的狩獵、貿易和飼養規
則後，得出停止“通過圈養和飼養來馴化獅子”的結論。“針對獅
子，我們不希望圈養、繁殖、狩獵，讓小獅子像寵物一樣被遊人撫
摸。”她說。
不過，這一計劃與南非當前大規模獅子養殖產業形成沖突，該產業
每年可為南非帶來數百萬美元的收入。對此，克裏西強調，此前南非針
對獅子的爭議做法已經影響到了外界對於南非旅遊業的整體印象，而禁
止圈養獅子的計劃並非扼殺南非旅遊業，而是進行有效引導從而起到保
護野生獅子的目的。
據權威數據顯示，南非全國範圍內大約有 350 個農場飼養獅子，數
量大致在 8000 至 12000 頭，以供狩獵、旅遊觀光和學術研究。
世界動物保護組織非洲地區負責人伊迪絲· 卡貝西耶姆(Edith Kabesiime)表示，這一決定是勇敢而富有勇氣的，“這是野生動植物保護工作
的勝利，獅群將在原本屬於它們的野生環境下自由生存繁衍。”

目前 機 上 的 所 有 人 已 被
送至酒店集中隔離。6 名感
染者的檢驗樣本已被送往研
究機構進行測序，借以確認
是否感染印度報告的變異病
毒。
拉齊奧大區衛生部門表示
，拉蒂納省衛生局 3 日在針對
泰拉奇納市博爾戈· 赫爾馬達市
鎮印度移民社區進行新冠病毒
篩檢過程中，在對 600 名印度
移民進行檢測後，發現 55 名印
度移民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陽
性率接近 10%，其中感染者包
括 15 名 14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拉齊奧大區衛生部門指出
，目前，上周檢測出 87 名印度

移民確診患者的薩包迪亞市法
尼亞村鎮市鎮，以及剛剛檢測
出 55 名印度移民患者的泰拉奇
納市，分別被劃為紅色疫情防
疫區。未來幾天，當地衛生局
將繼續進行病毒篩檢和追蹤。
不過，上述兩個印度移民社區
暫時尚未發現確診患者感染印
度報告的變異病毒。
意大利印度錫克教社區協
調人辛格表示，目前每天都有
數十名印度同胞從國內給他們
打電話，試圖尋找返回意大利
的方式。“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不要這樣做。”
另外，報道稱，上個月，
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比森齊奧

營市一對夫婦前往印度辦理收
養子女手續，就在他們準備和
剛剛收養的孩子一同返回意大
利時，45 歲的妻子西蒙妮塔確
診感染新冠病毒。目前，一家
三口都被困在新德裏的一家隔
離酒店，而西蒙妮塔已出現肺
炎癥狀。
由於印度疫情嚴峻、醫療
系統已經處於崩潰邊緣。西蒙
妮塔表示，她不想被送進醫院
治療，擔心進了醫院就再也出
不來了。5 月 4 日，這對意大利
夫婦和托斯卡納大區國會議員
，分別向意大利外交部發出呼
籲，請求政府盡快派軍用專機
前往印度撤僑。

加拿大醫學專家
機構建議調整強生新冠疫苗適用人群
綜合報導 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
會發出建議，認為年滿 30 歲的加拿大民眾
可以接種強生新冠疫苗。
該委員會認為，該疫苗可為不願等候
接種輝瑞疫苗或莫德納疫苗的 30 歲及以上
人士進行接種。委員會同時也提醒民眾留
意強生疫苗存在的潛在風險。該疫苗被認
為有可能造成罕見但嚴重的血栓癥狀
(VITT)。
加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是向加政府提
供各類疫苗使用指導意見的醫學專家咨詢
機構。
加拿大官方目前審批通過了目前共有
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和強生 4 款新冠
疫苗在加拿大獲得審批通過。其中，強生
疫苗是唯一一款單劑疫苗。加衛生部 3 月
初批準強生疫苗上市使用時，同意其用於
18 歲以上人群。
不過，目前加拿大還沒有人可以接種
強生疫苗。加拿大於 4 月 28 日接收到首批
30 萬劑強生疫苗，但加衛生部 4 月 30 日便
宣布，由於發現存在疫苗質量隱患，決定
對該批強生疫苗暫停使用。
加官方表示，已了解到美國新興生物

科技公司位於馬裏蘭
州巴爾的摩的一間制
藥工廠生產的一種藥
物物質被用於該批疫
苗中。此前，美國媒
體於 3 月底披露，該工
廠誤將阿斯利康疫苗
與強生疫苗的原料
混 合 ， 導 致 1500 萬
劑強生疫苗受汙並
被 迫 銷 毀 。 美 國食品
和藥品管理局現已勒
令該工廠停止生產強生疫苗。
因出現數例接種強生新冠疫苗後出現罕
見嚴重血栓病例，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曾在4月13日建議
暫停接種該疫苗。兩機構在10天後宣布，經
過安全評估，決定恢復該疫苗接種。
另一款被認為存在引發血栓風險的疫
苗是阿斯利康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加拿
大自 4 月中旬以來已陸續報告多起接種阿
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的案例。加國家免
疫咨詢委員會曾在 3 月初建議不為 65 歲及
以上人群接種阿斯利康疫苗。該委員會在

加速融化！
觀測全球 22 萬個冰川後
研究發現這些……

4 月 23 日調整相關建議，主張將阿斯利康
疫苗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年滿 30 歲的人群。
但加衛生部門 4 月 27 日證實，魁北克
省發生一例 54 歲人士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
出現血栓並導致死亡的案例。這也是加拿
大首個相關病例。
截至 5 月 3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
例約 124.3 萬例，康復約 113.5 萬例，死亡
24342 例，尚有活躍病例 83544 例。該國已
完成約 1405 萬劑新冠疫苗接種。約 102.8
萬人已完成全部接種劑量，占全國總人口
的 2.7%。

綜合報導 發表在《自然》科學期刊的一項研究
報告顯示，全球幾乎所有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
據報道，一個國際研究小組首次觀測了全球
約 22 萬個冰川(不包括格陵蘭島和南極冰蓋)，評估
過去二十年來冰川的融化量和速度。
這項研究分析了美國宇航局(NASA)特拉衛星
所拍攝的圖像。研究發現，在 2000 年到 2019 年之
間，全球冰川每年平均有 2670 億噸冰融化。
研究小組還發現，在這一時期，冰川融化的
速度急劇加快。在 2000 年至 2004 年，冰川每年約
有 2270 億噸冰融化；但在 2015 年至 2019 年之間，
每年平均有 2980 億噸冰融化。研究顯示，融化速
度最快的冰川位於美國阿拉斯加和阿爾卑斯山。
研究員表示，研究期間海平面上升的幅度，
有 21%是因為冰川融化所致。
此外，研究還發現，2000 年至 2019 年間，格
陵蘭島東海岸、冰島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等地的
冰川融化速度實際上有所放緩。這是由於在北大
西洋天氣的影響下，該地區降水增多、氣溫下降
，從而減緩了冰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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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中國將搶飯碗
拜登推銷經濟方案 又賣芒果乾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 6 日前往共和黨傳統票倉路易
斯安那州，推銷他總規模高達 4 兆美元的經濟方案，包括包括
基礎建計畫和美國家庭計畫，表明願意在調高企業稅方面讓步
。他警告說，美國需要重建和科技研發，否則中國將會 「搶走
我們的飯碗」。
拜登在查爾斯湖一座有 70 年歷史的老舊大橋前發表演說，
指自己願意傾聽各方意見，準備好讓步，不會讓美國在基建方
面原地踏步。他說，加稅不是要懲罰任何人，是厭倦美國企業
沒有盡到責任。

為替燒錢的基建計畫籌措財源，拜登打算加稅，將企業稅
率從 21％調高到 28％，但遭共和黨議員反對。拜登表示，他將
與共和黨國會議員討論，同時表明自己願意在企業稅稅率讓步
，接受由現行 21％增至 25％的方案。
拜登也提到推出基建計畫的目的是與中國競爭，形容該方
案是重建美國的藍領計畫，可為美國經濟注入動力，在全球變
得更有競爭力。他說，美國過去幾年疏於投資，讓中國迎頭趕
上，不能讓中國超越美國，美國必須重視科技研發，因為中國
在經濟上取得優勢，在科研領域投資數千億美元，若持續下去

，中國將掌握全球電動車市場，美國必須與之競爭。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可能保留前總統川普時期
的中企投資禁令，禁止美國人投資與中國軍方有關的中國企業
。
知情人士指出，上述討論仍處於初步階段，尚未做出最後
決定，美國財政部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拒絕評論。華爾街業內人
士透露，金融界已敦促拜登政府撤銷投資禁令，銀行界則希望
財政部轄下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能就禁令規範給出
明確指引。

美豁免疫苗專利 德英帶頭反對
（綜合報導）全球新冠疫苗供不應求，在美國宣布願在疫
情期間豁免疫苗智慧財產權保護後，法國、中國、俄羅斯等國
發聲支持，然而德國、英國及瑞士等其他歐洲國家卻唱反調。
擁有疫苗生產據點和研發企業的德國堅稱， 「保護智財權是創
新的泉源」。德國 BioNTech、美國輝瑞等各大新冠疫苗研發
商亦公開反對，指疫苗供應與專利權無關。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5 日宣布，支持全球豁新冠疫苗的智財
權保護，並將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相關條款。拜登
政府此一宣示意在擴大疫苗全球供應，縮小富國和窮國的接種
落差。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警告說，按目前進度，若美國及其他
國家不做更多，到 2024 年全球都還無法普及疫苗接種。
推疫苗全球普及 法中俄支持
在美方拋出提議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 「持開

放態度」，法國總統馬克洪也表態說 「疫苗必須為全球服務」
，但非洲等地並無生產疫苗設備，仍需由富裕國家捐疫苗。
俄羅斯總統普丁附和，指抗疫應思考的是健康安全，而非
獲得利潤。中國亦表示，願為促進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
以及可負擔性貢獻，推動疫苗在全球普及。
德稱保護智財權 是創新泉源
德國總理梅克爾辦公室發言人表示，德國支持 「新冠全球
疫苗獲取機制」（COVAX），期望更多人取得疫苗，但稱疫
苗生產的最大限制在於產能和品質標準，而保護智財權是創新
的泉源，豁免疫苗專利會嚴重影響生產，藥廠若無利潤激勵研
發，將來或不會積極生產疫苗。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德
兩國之間首度出現重大意見分歧。
WTO 祕書長伊衛拉 6 日呼籲成員國盡快促成暫時豁免，

她說 「已經有很多人失去寶貴生命，必須緊急處理此事。」但
已開發國家意見並不一致，儘管歐盟支持開啟談判，但德國在
歐盟的地位舉足輕重，加上 WTO 專利豁免採共識決，德國的
反對將成為障礙。
受拜登政府的提議影響，美國輝瑞、莫德納等股價 6 日皆
應聲下跌。
生科業者批 放寬亦只事倍功半
德國生科公司 BioNTech，以及與其合作研發新冠疫苗的
輝瑞雙雙指出，智財權並非疫苗生產及供應不足的主要障礙，
即便放寬亦無法在中短期增加全球劑量，建造更多疫苗廠房只
會事倍功半。莫德納亦表示，就算豁免專利權，也不會增加未
來 2 年的疫苗供應。

美印供貨難指望 各國轉向北京求援疫苗
（綜合報導）美國拜登政府雖然宣布支持 COVID-19 疫苗
專利讓渡，卻吝於對外大量捐贈，本被寄望能為全球大量生產
疫苗的印度，則因疫情飆升自身難保，讓各國很快在疫苗上轉
為更仰賴中國。
美國媒體指出，儘管保護力不若西方一些頂尖疫苗，但過
去幾週以來部分人口大國的領袖仍向中國尋求更多疫苗，一旦
世衛組織（WHO）如預期核准北京科興（Sinovac）、中國國
藥集團（Sinopharm）兩款疫苗後，需求勢必更大。
兩款中製疫苗待世衛核准後，亞、非、拉美等地的開發中
國家就能透過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取得
。
世衛的免疫戰略諮詢專家組（SAGE）的獨立專家們檢閱
國藥與科興兩款疫苗的相關試驗資料後，儘管認為在 60 歲以上
年長者與慢性病患等部分的安全性證據較不夠，日前仍做出兩
款疫苗均對預防感染、重症及病故具有可靠保護力的評估。
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高級研究員、中國議題專家黃嚴忠說： 「中國不僅已成最大
的疫苗出口方，在許多國家，中國疫苗甚至已成唯一選擇。」
在印度、巴西等地疫情飆升而美國、歐盟拙於對付全球大

流行之際，中國正藉著可靠疫苗供應，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
印度自陷疫情危機無暇供應疫苗，讓更多國家轉向中國求援，
而美國連月來全神貫注於自家接種，挨轟只顧自身囤積、犧牲
全球防疫。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昨天宣布改挺疫苗專利讓渡，想讓美國
扮演更積極角色，但在此同時，從烏拉圭、塞內加爾到印尼等
多個國家卻更加仰賴北京，中國也樂得成為他們的最大疫苗供
應國。
根據科學資訊與分析公司 Airfinity 的資料，中國目前已輸
出約 2.4 億劑疫苗，比所有其他國家加總的出口量還多，還允
諾另提供 5 億劑。已對近 100 國出口 6700 萬劑的印度則是僅次
中國、歐盟的第 3 大出口者，但因國內疫情嚴峻，印度近幾週
已暫停大部分出口。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參與編纂多部全球衛生和外交政策
文獻的唐寧思（Nicholas Thomas）說： 「從中期來看，世衛批
准中國疫苗有助強化中國在區域內的實力與威望，然而保護力
相對較低也代表當西方能增加供貨時，中製疫苗的地位就會不
穩。」
不過科學期刊 「自然」（Nature）一篇文章指出，待世衛

核准兩款中國疫苗後，將有助彌補 COVAX 短缺。
COVAX 計畫今年交付各國 20 億劑疫苗，但目前只發出
5000 萬劑，印度本應提供 10 億劑自家研發的 Covishield 疫苗，
目前因自顧不暇而暫停，輝瑞疫苗供應 COVAX 有限，嬌生疫
苗目前 1 劑都沒交付，莫德納（Moderna）則是 4 月 30 日才剛獲
世衛核准。
印 度 韋 洛 爾 （Vellore） 基 督 教 醫 學 院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病毒學家康安（Gagandeep Kang）表示，上述情況使
得中國疫苗需求益發孔急。康安是提供世衛免疫建議的一個技
術小組成員。
土耳其安卡拉的哈杰太佩大學（Hacettepe University）臨
床傳染病研究員阿柯瓦（Murat Akova）表示，雖然兩款中國滅
活疫苗的保護力不若其他一些已在使用的疫苗，但仍超過世衛
所訂保護力至少需達 50%的門檻，在減少疫苗短缺上勢成重要
角色。
阿柯瓦說： 「如果沒有別的適合選擇，我覺得中國疫苗就
是挺不錯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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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確診病例超 2000 萬！
專家憂實際感染數或更高

印度衛生部 4 日的數據顯示，過
去 24 小時，印度新增 357229 例新冠確
診病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 2000 萬
例，此外，該國新增死亡病例 3449 例
，累計達 222408 例。
目前，印度成為繼美國之後，全
球第二個確診病例超 2000 萬例的國家
。然而，令專家感到擔憂的是，印度
的實際感染數可能更高。
【專家憂印度實際感染數可能更
高】
據報道，5 月 4 日，印度連續第
13 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保持在 30
萬例以上。近期，由於新增確診病
例數快速飆升，印度多地的重癥病
床、醫用氧氣、呼吸機等醫療資源
告急。
醫學專家說，印度的實際病例可
能比通報數字高 5 到 10 倍。
此前，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
斯瓦米納坦也警告稱，印度檢測數量
嚴重不足，統計出的確診病例和死亡
病例恐被“嚴重低估”。

【氧氣短缺仍是“致命因素”】
英 國廣播公司(BBC)指出，過去
十多天，德裏以至於印度各地不斷出
現家屬央求醫院收治確診親屬，或四
處找尋 氧 氣 的 畫 面 。 氧 氣 短 缺 ， 仍
是該國抗疫中面臨的一大“致命因
素”。
5 月 1 日，德裏知名的巴特拉醫院
證實，有 12 名新冠病毒患者因醫院氧
氣用盡而不治身亡，包括一名感染新
冠病毒的醫生。而在東南部安得拉邦
兩家醫院，共有 16 人因缺氧而死。屬
德裏市郊的哈裏亞納邦古爾岡市，也
有 6 人死於缺氧。
印度總理莫迪 2 日召開高級別會
議，討論采取更多增加氧氣生產和供
應的措施，以緩解該國目前面臨的醫
用氧氣短缺問題。新措施包括在制氧
廠附近建立臨時新冠病人護理中心，
計劃設置 1 萬張帶有供氧設施的床位
；在全國建立約 1500 家制氧廠；把現
有制氮廠改造成制氧廠等。

【疫苗接種狀況如何？】
印度目前已對全國成年人開放接種
新冠疫苗，但全國接種計劃卻沒能如期
開展。其原因是，一些邦表示，其疫苗
數量不足以讓18歲至44歲群組接種。
英媒指出，印度實際上是全球新
冠疫苗生產量最高國家，但卻出現內
部疫苗不足，甚至要暫停牛津—阿斯
利康疫苗出口，先轉供內銷。
與此同時，印度的醫療系統正面臨
崩潰，實習醫生不得不提前上陣，參與
抗疫。印度政府在聲明中說，由於醫療
設施接近崩潰的臨界點，政府決定延後
醫師與護理師考試，讓部分人員可跟著
現有醫護人員一同對抗疫情。
在馬哈拉什特拉邦的第二大城普
恩，醫生彭努卡(Mekund Penurkar)在
父親死於新冠的數天後，馬上回到工
作崗位。他的母親與兄弟也因染疫入
院，但他還有病患等著他照料。他說
：“現在的情況非常艱困，我自己也
經歷過，所以我不能放著其他病患，
任其自生自滅。”

馬來西亞收緊多項疫情防控措施
綜合報導 馬 來 西 亞 負 責
新冠肺炎疫情管制措施的國
防部長伊斯梅爾· 薩布裏· 雅
各布 4 日宣布多項疫情管制措
施，以應對該國近期轉趨緊
張的疫情。
伊斯梅爾在當日傍晚舉行的
記者會上宣布，將於5月6日到17
日在雪蘭莪州6個縣重啟行動管制
令；取消此前疫情綠區的國內
“旅遊泡泡”計劃，重新禁止國
內旅遊。他還公布了即將到來的
開齋節防疫標準作業流程，對
社交活動加以限制。
馬來西亞近期新增確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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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加，自 4 月 15 日起每天新
增確診病例都在 2000 例以上，
並有多日日增 3000 例以上。其
中又以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
且緊鄰首都吉隆坡的雪蘭莪州
新增病例為最多，此次該州 9 個
縣有 6 縣重啟行動管制令。
伊斯梅爾宣布，在重啟行
動管制令的雪蘭莪州各縣，將
禁止民眾跨縣出行並禁止堂食
、限制社交活動，但依然允許
社會經濟活動運行。雪蘭莪州
政府也於 4 日宣布，將從本月 8
日開始至 6 月份，在該州多個地
區實施社區免費病毒篩檢，以

發現社區中的隱藏病例。
這位國防部長還宣布，即
將到來的開齋節期間仍將禁止
民眾跨州，且將根據各地區所
實施的行動管制措施級別，對
民眾社交活動采取不同程度的
限制。
隨著馬來西亞近期新增確
診病例增加，活躍病例數屢創
新高，該國多個地區醫療設施
都出現緊張狀況。馬私人醫院
協會負責人日前曾警告指出，
由於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數迅速
增加，私人醫院醫護和床位都
已嚴重不足，可能將難以收治

更多新冠肺炎患者。
在此次伊斯梅爾記者會前，
馬來西亞社會即普遍預期政府將
收緊防疫管制措施。最終，馬政
府宣布的措施仍遵循該國總理穆
希丁此前的表態——未實施大範
圍管制，仍著重在對疫情嚴重地
區個別管制。穆希丁此前曾多次
表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防疫和
經濟民生間取得平衡。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逾 42 萬例，
累計死亡 1574 例，現存活躍病
例 3.1 萬例，其中有 338 例在重
癥監護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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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武備戰鬧獨暴 光城者 7 魔落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多月追蹤 揭工廈秘竇真相

●4 月 7 日晚，“光城者”成員於長沙灣工業大廈“秘竇”內疑似試穿避彈
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3 月 13 日晚，“光城
者”
成員在長沙灣工業大
廈“ 秘 竇 ”內 試 戴“ 豬
嘴”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今年初成立的中學生
“港獨”
黑暴組織
“光城者”
，部分成員於日前涉嫌潛入一中學
圖盜化學品、懷疑用作製炸彈而被警方國安處追查，該組織發言人阮嘉謙在內的 7 名
骨幹落網，其中 5 人涉嫌干犯
“顛覆國家政權”
罪。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連續多個月追
蹤該織組成員的活動，揭發他們秘密在長沙灣青山道一個工廈劏房
“購武備戰”
，多次
試用軍用級防毒面具及避彈衣，同時在社交媒體發表
“宣言”
，狂言與香港國安法對着
幹，目的是搞
“武裝革命”
，圖延續“黑暴港獨夢”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蕭景源
港文匯報者記者追查發現，“
，“光城者
光城者”
”的
香港文匯報者記者追查發現
核心成員有 10 人，其中 19 歲、去年才中學

畢業的阮嘉謙為組織的“大佬
畢業的阮嘉謙為組織的“
大佬”
”（見表
見表）
）。2019
年黑暴肆虐期間，
年黑暴肆虐期間
，仍在讀中學的阮嘉謙被
仍在讀中學的阮嘉謙被“
“洗
腦”，
”，並積極參與攬炒派的一些反政府活動
並積極參與攬炒派的一些反政府活動。
。

多次擺街站播
“獨”
煽暴
去年 6 月底
月底，
，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 高調的
“港獨
港獨”
”及黑暴組織紛紛被瓦解
及黑暴組織紛紛被瓦解，
，阮嘉謙即拉攏
在街頭認識的學生以及私交甚好的舊同學，
在街頭認識的學生以及私交甚好的舊同學
，於今
年 1 月籌組新的
月籌組新的“
“港獨
港獨”
”組織
組織，
，所謂
所謂“
“光城
光城”
”的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港獨
港獨”
”分子鼓吹的所謂
分子鼓吹的所謂“
“光復我城
光復我城”
”
之意。“
之意
。“光城者
光城者”
” 今年 2 月 2 日才正式宣布成
立，並多次在街頭擺街站播
並多次在街頭擺街站播“
“獨”煽暴
煽暴。
。
香港文匯報記者由今年初開始注意到該組織
的不尋常舉動，
的不尋常舉動
，發現該組織的數名男女成員在他
們口中所謂“
們口中所謂
“文修
文修”、
”、即擺街站
即擺街站“
“播獨
播獨”
”之餘
之餘，
，
多次在夜晚分批進入長沙灣青山道一個工廠劏
房，記者埋伏偵察多日發現該組織貌似只搞文
宣，其實背後暗藏恐怖殺機
其實背後暗藏恐怖殺機。
。

試穿疑似避彈衣 手勢比劃開槍
3 月中旬一個晚上
月中旬一個晚上，
，阮嘉謙及郭文希等人進
入劏房。記者隔窗觀察
入劏房。
記者隔窗觀察，
，赫見一名紋身青年在試
戴多款黑暴期間常見的防毒面罩，
戴多款黑暴期間常見的防毒面罩
，其中一款疑似
早前警方搜獲的軍用級別防毒面具，
早前警方搜獲的軍用級別防毒面具
，相信有人在
測試不同型號及功效，
測試不同型號及功效
，準備發給成員在下次
準備發給成員在下次“
“武
裝起義”
裝起義
”時使用
時使用。
。
4 月初某天的深夜 11 時許
時許，
，劏房又在亮燈
劏房又在亮燈，
，
一名青年在屋內來回走動，
一名青年在屋內來回走動
，更取出一具疑似防彈
衣的物品試穿。
衣的物品試穿
。該件防彈衣為藍色
該件防彈衣為藍色，
，由青年反覆
試穿的動作來看，
試穿的動作來看
，該避彈衣應屬緊緻型
該避彈衣應屬緊緻型，
，有一定
重量及用魔術貼固定在身上，
重量及用魔術貼固定在身上
，相信內有防彈陶瓷
板。該青年穿上避彈衣後
該青年穿上避彈衣後，
，還不時用手比劃模仿
開槍的樣子。
開槍的樣子
。

避彈衣和防彈陶瓷板，
避彈衣和防彈陶瓷板
，在之前警方拘捕黑暴
“屠龍小隊
屠龍小隊”
”時也曾檢獲過
時也曾檢獲過，
，估計是有人自外國
軍用品網購郵寄來港。
軍用品網購郵寄來港
。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發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發現
， 跟 “ 大佬
大佬”
” 進出
“光城者
光城者”
”工廈
工廈“
“秘竇
秘竇”
”的兩名少女成員
的兩名少女成員，
，是經
常在街站嗌咪的中六女生郭文希。
常在街站嗌咪的中六女生郭文希
。據了解
據了解，
，郭文
希兩年前在黑暴活動中結識阮嘉謙，
希兩年前在黑暴活動中結識阮嘉謙
，當時她讀中
四，去年底跟隨阮嘉謙籌組
去年底跟隨阮嘉謙籌組“
“光城
光城”。
”。
組織中最年輕的 15 歲中三女生尹
歲中三女生尹×
×蕙，為
了避免被人認出身份，
了避免被人認出身份
，經常身穿便裝在
經常身穿便裝在“
“光城
光城”
”
街站現身，
街站現身
，活動結束就回到長沙灣工廈
活動結束就回到長沙灣工廈“
“秘竇
秘竇”
”
換回校服才返家。
換回校服才返家
。今年 3 月底
月底，
，記者目擊穿校服
的尹×
的尹
×蕙，與一名男青年手拖手步出
與一名男青年手拖手步出“
“竇口
竇口”，
”，
看上去兩人像是情侶。
看上去兩人像是情侶
。
就在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就在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光城者
光城者”
”試穿避
彈衣的同一時間，“
彈衣的同一時間
，“光城者
光城者”
”在其 facebook 專頁
也連續發表升級“
也連續發表升級
“革命
革命”
”狂言
狂言，
，行文和字眼囂
張，並發布其組織的標誌
並發布其組織的標誌，
，記者發現其標記暗藏
“暴獨
暴獨”
”密碼
密碼：
：以黑魔造型為藍本設計為一個頭
盔、一個防毒面具
一個防毒面具，
，並掩蓋
並掩蓋“
“香港
香港”
”兩字的一
半，意即用暴力分裂香港
意即用暴力分裂香港。
。
據調查發現，
據調查發現
，該組織
該組織“
“港獨
港獨”
”標誌可能出自
就讀港專綽號“
就讀港專綽號
“Pizza 仔”的蔡永傑
的蔡永傑，
，也是該組
織“學歷最高
學歷最高”
”的另一名
的另一名“
“大佬
大佬”，
”，蔡永傑早前
蔡永傑早前
在接受黃媒訪問時自爆組織的宣傳品多出自其手
筆。

5 日潛入中學圖盜化學品
據悉，“
據悉
，“光城者
光城者”
”成員 5 日凌晨潛入將軍澳
一中學圖盜化學品，相信為武力升級作準備
一中學圖盜化學品，
相信為武力升級作準備。
。據
警方消息指，
警方消息指
，在爆竊案現場被捕的 4 人中有兩人
干犯國安法，
干犯國安法
，加上國家安全處 6 日再拘捕的兩男
一女，
一女
，即在 7 名被捕者中有 4 男 1 女（15 歲至 24
歲），
），涉嫌干犯
涉嫌干犯“
“顛覆國家政權
顛覆國家政權”
”罪，正被扣留
調查。
調查
。

▲3月13日，
“光城者”
成員郭文希和阮嘉謙
在長沙灣工業大廈“秘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光城者”的陰謀之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以曝光，始於一宗看似不起
眼的爆竊案，由於調查的警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員高度敏感，以致牽出國安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案中案。4 名青少年前日潛入
將軍澳保良局羅氏基金中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學，懷疑偷取化學品，被保
安員發現及報警。警員到場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拘捕 4 名青少年，並根據程序
“光城者”
搜查他們住所，結果發現
一一
一一一主要成員資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港獨”文宣物品，認為案
一一
一一一一一阮嘉謙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件殊不簡單，遂通知上峰再
發言人）
轉交國家安全處接手調查，
19歲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結果揭發 4 人為“光城者”成
中學畢業、無業
員。國安處人員根據線索再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2月1日，阮嘉謙進
拘捕 3 人，包括“光城者”發
入工業大廈
“秘竇”
。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言人阮嘉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前日清晨時分，將軍澳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一名男
保安員發現有人潛入教學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樓，於是報警。警員到場封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鎖大樓，當場拘捕 4 人。據
悉，該 4 名男子，年齡由 16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歲至 20 歲，其中兩人為該校
學生，分別讀中五及中六，
一一
一一一一一蔡永傑
一一一一一一
另兩人是校外人。
一一
一一一一一（花名Pizza仔
一一一）一一一
警員在場搜查時，發現
教學樓地下有窗門遭破壞，
19歲
一一
一一一一一港專學生
一一一一一一
實驗室也有搜掠痕跡，隨後
押解疑犯搜查住所，結果發
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尹×蕙
一一一一一
郭文希
黃烽庭
現“港獨”宣傳品，再聯想
一一
一18歲
一一一
一一一
到他們到學校爆竊必定有其
17歲
15歲一一一一
他目的，背後可能有不可告
中學生
中學生
中學生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人的動機，於是將案件轉由
警方國家安全處接手跟進。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警方國安處其後再拘捕 2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男 1 女，年紀最小的只有 15
歲，年齡最大的 24 歲，當中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至少有兩人是學生，同時再
搜出“港獨”旗幟及標語。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警方國安處調查後相信 7
名被捕者均為“光城者”成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員，並將案件暫列作爆竊及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煽動分裂
國家罪。6 日下午 2 時許，3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名探員返回將軍澳保良局羅
氏基金中學蒐證，逗留兩小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時後離開。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據了解，部分被捕者曾
於 今 年 1 月 31 日 在 “ 光 城
●“
光城者”
光城者
一一
一
一”成員集體離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者”旺角及沙田港鐵站外的
長沙灣工業大廈“秘
街站現身，巡警當時到場警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告各人可能干犯香港國安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法，其後以違反“限聚
令”，向 6 男 3 女（13 歲至 24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歲）發出告票。“光城者”6
日在社交平台專頁發文稱，有成員早上被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上門拘捕，警員指他們違反香港國安法，

查爆竊搜 獨 文宣 警破案中案揭陰謀

4

●2 月 6 日，“
，“光城者
光城者”
”成員阮嘉
謙與同夥返回長沙灣工業大廈
“秘竇
秘竇”。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

◀2 月 6 日，“光城者”成員郭文希
在旺角擺街站，涉嫌違反限聚令被警
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已有律師到警署提供
協助。據悉，發文者為“光城者”阮嘉
謙，他其後也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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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一切活動
敦促澳方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停止把國家間正常交流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近
期，澳洲聯邦政府某些人士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
形態偏見，推出系列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
的舉措。對此，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
家發展改革委）6 日發表聲明稱，基於澳聯邦政
府當前對中澳合作所持態度，國家發展改革委決
定，自即日起，無限期暫停國家發展改革委與澳
聯邦政府相關部門共同牽頭的中澳戰略經濟對話
機制下一切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6 日
表示，這是中國對澳方此前對中澳合作項目限制
打壓的必要、正當反應，澳方應對此承擔全部責
任。

國家發展改革委6日發表的聲明指出，近期，澳洲聯邦政
府某些人士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推出系列

●中方始終認為
中方始終認為，
，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
澳關係符合兩國根
本利益，
本利益
，中澳合作
本質上是互利共贏
的 。 圖為 2018 中
國國際礦業大會上
的澳洲參展商。
的澳洲參展商
。
資料圖片

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舉措。據內地媒體報道，過去
短短半個月時間裏，澳洲已 3 次以所謂“國家安全”“國家
利益”等莫須有的罪名針對中澳間的多項合作協議，並採取
了“單方面撕毀協議”等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系列
舉措。

澳政客不加掩飾站在反華排頭
上月 21 日，澳洲聯邦政府悍然宣布撕毀維多利亞州的
“一帶一路”協議。觀察者網報道稱，此後，澳政客愈發不
加掩飾，站在西方反華的排頭，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介
入正常的中澳商業合作。本月 2 日，莫里森政府已讓澳洲國
防部重新審查中國的嵐橋集團租借澳達爾文港99年的協議，
考慮是否要強制讓中企放棄租賃權。本月 5 日，澳工黨議員
基欽（Kimberley Kitching）等政客正帶頭呼籲，要求莫里
森政府取消西澳州2011年同中方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

外交部促澳方回歸理性
汪文斌 6 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澳方必須對此
承擔所有責任。汪文斌在答問時首先指出，中方始終認為，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符合兩國根本利益，中澳合作本質
上是互利共贏的。同時，相互尊重和良好互信是各國間開展
對話和務實合作的前提。
他說，一段時間來，澳方不顧中方嚴正立場和多次交
涉，濫用所謂“國家安全”理由，對中澳經貿、人文等領域
合作項目和既有成果變本加厲進行限制和打壓，嚴重損害中
澳兩國互信，破壞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礎，中方不得不作出
必要的、正當的反應，澳方必須對此承擔所有責任。
汪文斌表示，中方敦促澳方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
見，真正客觀看待中國發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歸理性、糾
正錯誤、改弦更張，停止針對中澳合作的瘋狂打壓行徑，停
止把國家間正常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中國底線不容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家發展
改革委 6 日宣布無限期暫
/1
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下一切活動。中國國際經
濟關係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陳鳳英研究員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方此舉
表明中方不會容忍以所謂政治安全理由無底
線挑戰中國。
這位專家指出，澳洲身為亞太國家，既
想在對華合作中謀求經濟利益，同時卻又在
中美博弈中甘當美國的“先鋒隊”，在政治
安全領域挑戰中國底線，甚至不惜走向冷戰
格局，這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
陳鳳英稱，從地緣政治和經濟角度而
言，澳洲與中國關係理應更為緊密，但卻選
擇超越美國對華所作所為的水平採取挑戰中
國底線的行為，那澳洲到底想要走向何方
呢？這位專家提醒，澳洲的政治家們必須看

清楚，現在不是戰爭年代，而是和平時代，
在和平時代，發展是硬道理，發展對一個國
家和一個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而言都至關
重要，澳洲身處亞太，在安全和經貿上與中
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是利益攸關方，亞太發生
衝突等，澳洲肯定會受到影響，澳洲實際上
和中國等亞太國家在一條船上。

雙邊高層對話和往來基礎所剩無幾
據中通社報道分析，在中方的聲明中，
值得推敲的有兩個詞語：“無限期”和“暫
停”。華東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弘
分析，“無限期”表明了問題的嚴重性，換
言之，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澳方有意改
善兩國關係；“暫停”則說明，改善中澳關
係的“球”在澳方，他們必須要拿出改善兩
國關係的切實措施。
該對話機制的暫停，對澳洲會帶來什麼
影響？陳弘指出，該機制的暫停意味着雙邊

高層對話和往來的基礎已經所剩無幾。
雖然有澳媒認為暫停該對話機制是“象
徵性”的舉措，但陳弘認為，在目前全球包
括澳洲都想迫切走出疫情陰影之際，與其最
大的交易夥伴進行對話磋商，共同重振經濟
和改善民生，才是澳洲需要的。雖然暫停的
只是一個機制，但機制本身就確保了未來會
落實到的具體舉措，如果機制都不存在了，
在該機制下各方面改善經濟的舉措的根基也
就不存在了。
對於中澳關係的發展，陳弘也強調，儘
管澳方存在理性的聲音，希望澳當局重新將
中澳關係校準航向，但基於意識形態的立
場、配合美國反華戰略的角色，以及試圖以
反華的強硬民粹形象撈取政治資本的幾大因
素，澳當局仍然一意孤行。
如果澳方持續把中澳關係推向深淵，很
有可能會難以修復。如今飽受破壞的中澳關
係不能再承受更嚴重的破壞，澳方必須意識
到，若繼續肆意破壞兩國關係，最終它必將
承擔可能會帶來的惡果，真正破壞的是澳洲
人民的利益。

G7 外長拉幫結派 暴露戰略焦慮
七國集團（G7）外長會 5
日發表公報，就涉疆、涉藏、涉
港問題及東海、南海局勢表示所
謂關切，聲稱支持台灣參加世衞
大會。這是七國集團近兩年來首
次舉行面對面會談，東道主英國
也借機邀請多個位於印太地區的“嘉賓國”外長參
會，強調維持以歐美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試圖
擴大 G7 影響力的版圖。分析人士認為，美英在印
太地區拉幫結派搞“小圈子”，協調如何一致應對
俄羅斯和中國，企圖心明顯。但對七國集團這個舊
時代的產物而言，“新朋友”的增加並不意味着其
解決問題能力的增強，反而再次暴露其戰略焦慮和
內部分歧。
英國知名學者、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丁·雅
克認為，此次外長會暴露了七國集團的戰略焦
慮。他5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文說：“再見吧，



G7。你曾經主導世界，但如今你只是世界越來越
小的一部分。你難以忍受自身地位的衰落，於是
你責怪中國。但你的失敗只能怪自己。”

G7內部難以形成一致步調
儘管美英等國極力“吆喝”，但許多分析人
士認為，無論是在經濟議題上，還是在對華、對
俄關係上，G7內部都難以形成一致步調。
美國國務院4日在一份聲明中說，布林肯在此
次會議期間與德國外長馬斯會晤時，再度表達了
美方對俄德“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強烈反
對。有專家指出，鍳於歐洲大陸對俄羅斯能源供
應的依賴，德國、法國等主要歐洲國家在對俄政
策上不會緊跟美國。
對於英國意圖向印太地區“傾斜”，英國前
國家安全顧問、前駐法大使彼得·里基茨認為，這
會加大英國與歐洲盟國之間的隔閡，因為向印太

地區的“傾斜”就意味着從歐洲的“偏離”。
美國經濟學教授哈伊里·圖爾克 5 日在英國
《金融時報》上撰文表示，經濟基礎決定了美英
企圖借 G7 擴大反華陣營的目的難以實現，因為德
國、日本、韓國都和中國有直接大量的經貿往
來，而印度作為中國倡導設立的亞投行主要受益
方之一，也不會輕易和美國公然站在一邊。

中方促有關國家正視自身問題
對於 G7 外長會的相關公報，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汪文斌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七國集團外長
會對中國進行沒有事實依據的指責，公然插手中
國的內部事務，搞開歷史倒車的集團政治，這是
對中國主權的粗暴干涉，是對國際關係準則的肆
意破壞，違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中
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汪文斌指出，七國集團作為發達國家集團，

●汪文斌

資料圖片

應當為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幫助發展中國家加
快發展多做實事，而不是在國際社會當中製造
矛盾和分歧，干擾全球經濟復甦進程。汪文斌
表示，我們敦促有關國家正視自身存在的問
題，糾正在抗疫問題上自私自利的行為，停止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的錯誤行徑。無視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製造各種借口，干涉中國內政，損
害中國主權，抹黑中國形象的企圖絕不會得
逞。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葛沖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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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西南區寧靜和安全的居住環境
— 山水公寓
山水公寓、
、山水達利公寓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休市西南
區 「國際區」 現已成為各界居住的亮
點，不僅交通方便，四通八達，寧靜
和安全的居住環境，更成為大家來休
市居住的首選。而山水公寓，和山水
達利公寓多年來在僑界已具盛名，近
日更由於其市場部經理陳大任先生
（Daniel Chan )再重回服務，而成為
各界交相傳誦的好消息。
位於 Cook Rd. 與百利大道交口不
遠處的 「山水達利公寓」 及位於百利
大道與 Beechnut St.之間（近 Beechnut St.) Boone Road 上的 「山水公寓」
，一直是大家選擇居住公寓的首選。
因其位於四通八達的交通方便地帶，

距八號高速公路都近在咫尺，加上附
近市場、餐廳眾多，生活、攜帶方便
，是附近上班族，退休人士居住的首
選，可省下大把路上交通花費的時間
。
而環境優美、清幽、治安良好紀
錄的山水公寓，山水達利公寓更是您
安心定居、盡情享受人生的所在。整
棟公寓有長期照相監視，公寓內有游
泳池和健身房，使您無需外出，在公
寓內即可就地運動健身。同時，有一
房 （750 呎 ） 、 二 房 （1200 呎 -1350
呎）三房（1550 呎）任選的豪華大房
，並有木地板及地毯任選。是您居住
最方便、安全、享受人生的所在。

「 山 水 公 寓 」 （Falls of Chelsea
Lane Apts.) 地 址 ： 8039 Boone Road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281-575-0800， 請 找 Hellen ( 通 越 南
話、英語）， 「山水達利公寓」
（Falls of Pelican Landing Apts ) 地 址
：6819 Cook Roa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495-8146。
或可聯繫市場部總經理陳大任先
生 （Daniel Chan ), 請 洽 ： （832）
665-9097， 總 公 司 地 址 ： 5850
Parkfront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771-6016

圖為 「
山水達利公寓」的外觀。

圖為 「
山水公寓」的外觀。

休士頓衛生署，誠徵拍攝宣傳短片青年
尋求義工啟示
現在休斯頓健康公署在尋找幾個誌願者

，在郡公告社交平臺上做廣告宣傳，條件是
16-18 歲，男女不限，需要打過疫苗，而且願
意為推廣打疫苗做宣傳，需要錄一小段視頻

，講一下自己打了疫苗後的感受，並倡議大
家打疫苗等。感興趣的誌願者或家長請聯系
中國人活動中心(713) 772-1133，視頻請發中

心郵箱：ccc.houston95@gmail.com

休城畫頁

北美詩歌協會《2021 感恩母愛美
北美詩歌協會《
•中隔空詩歌朗誦音樂會
中隔空詩歌朗誦音樂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五月營造的是絢麗多彩的溫馨，
五月營造的是絢麗多彩的溫馨
，表述的是淡雅真摯的
情愫，2021 年的母親節在春風春雨的呼喚聲中已向我們走
情愫，
來，北美詩歌協會將於美國中部時間 5 月 8 日晚 8 點（北京
時間 5 月 9 日上午 9 點）舉辦
舉辦《
《2021 感恩母愛美
感恩母愛美•
•中隔空
詩歌朗誦音樂會》。
詩歌朗誦音樂會
》。
這次詩會由北美詩協會長朗誦藝術家翟玉熙、
這次詩會由北美詩協會長朗誦藝術家翟玉熙
、總策劃
導演，
導演
，參
演人員之眾、
演人員之眾
、規模之大
規模之大，
，水平之高前所未有
。詩協總編
詩協總編、
、 朗誦藝術家
朗誦藝術家、
、編輯
編輯、
、詩人
詩人、
、藝術指導
藝術指導、
、會員
大多數，
大多數
，還特別邀請到著名表演藝術家
還特別邀請到著名表演藝術家、
、電視劇
電視劇《
《三國演

義》中關羽的扮演者陸樹銘老師
中關羽的扮演者陸樹銘老師、
、 CCTV 全球愛華詩歌春
晚總導演杜喬、
晚總導演杜喬
、國家一級播音員及朗誦藝術家張宏
國家一級播音員及朗誦藝術家張宏、
、中央
教育電視臺環球 旅遊頻道制片人兼主持人張松松
旅遊頻道制片人兼主持人張松松、
、河北廣
播電視臺資深新聞主播張敏霞、
播電視臺資深新聞主播張敏霞
、邢臺市朗誦藝術協會創始
人兼主席王革新、
人兼主席王革新
、中國互聯網朗誦聯盟副主席金淑敏參加
詩會。
詩會
。特邀嘉賓還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
特邀嘉賓還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
、來自舊金山
七彩橋藝術學校的總監何婧、
七彩橋藝術學校的總監何婧
、另外休斯頓著名古箏演奏家
王麗娜及青年竹笛演奏家閆亦修，
王麗娜及青年竹笛演奏家閆亦修
，也受邀參演
也受邀參演。
。
尤其是國內廣受讀者喜愛的著名當紅詩人碑林路人老
師也將與雲漢老師一起為詩歌愛好者們朗誦她的作品。
師也將與雲漢老師一起為詩歌愛好者們朗誦她的作品
。
美國中部時間 4 月 30 日晚 8 點，北京時間 5 月 1 日上
午 9 點，北美詩歌協會
北美詩歌協會《
《2021 感恩母愛美
感恩母愛美•
•中隔空詩歌朗
誦音樂會》
誦音樂會
》已如期彩排
已如期彩排，
，故鄉那邊披著五月的第一抹霞光
，大洋這邊是四月的最後一晚
大洋這邊是四月的最後一晚，
，夜空中繁星點點
夜空中繁星點點，
，如對對
含笑的明眸，
含笑的明眸
，這霞光把大洋兩岸親人的心兒溫暖
這霞光把大洋兩岸親人的心兒溫暖，
，這明眸
把遊子與家人的心兒相牽；
把遊子與家人的心兒相牽
；電磁波把遊子的思母之情傳遞
到魂牽夢繞的那片土地上。
到魂牽夢繞的那片土地上
。在國內外朗誦藝術家及音樂演
唱、演奏藝術家地同心協作下整個彩排過程圓滿
演奏藝術家地同心協作下整個彩排過程圓滿、
、順利
順利，
，
大家有信心經過進一步地完善和演練，
大家有信心經過進一步地完善和演練
，在與祖國親人地親
情合作下，
情合作下
，定會在母親節那一天為朋友們奉獻一場溫情滿
滿的詩歌朗誦音樂會，
滿的詩歌朗誦音樂會
，為養育我們的母親和祖國獻上海外
遊子的思念和祝福！
遊子的思念和祝福
！
《2021 感恩母愛美
感恩母愛美•
•中隔空詩歌朗誦音樂會
中隔空詩歌朗誦音樂會》
》將在美
國中部時間 5 月 8 日晚 8 點（北京時間 5 月 9 日上午 9 點）
在北美詩歌協會微信大群舉行，
在北美詩歌協會微信大群舉行
，屆時 YouTube
YouTube、
、騰訊
騰訊、
、優
酷等網絡傳播平臺直播，
酷等網絡傳播平臺直播
，敬請各位朋友收聽收看
敬請各位朋友收聽收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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