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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籲世衛籲GG77助疫苗公平分配助疫苗公平分配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 ）秘書長譚德塞今天懇

請七大工業國集團（G7），將全球公平取得新型冠狀病毒疫
苗列為優先事項，他說現存的疫苗分配不均現象，從道德上
來看，讓人無法接受。

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在富國、窮國間的分配不
均，無助於終止疫情蔓延。

譚德塞在記者會中說： 「目前G7能做的事之中，我們所
需最重要、最迫切的支援就是疫苗，且必須要能公平分配。
」

法新社自行統計，全球至少已有210個地區在施打疫苗
，合計施打近12.5億劑。

其中約45%的疫苗是在高所得國家施打，這些國家的人
口占全球總數16%。

相對的，只有0.3%的疫苗是用在29個低所得國家，這
些國家的人口占全球總數9%。

譚德塞說： 「這樣的差異令人無法接受。」

「不僅是因為道德問題，這之所以讓人無法接受，是因
為在世界存有分歧的情況下，我們是無法打敗病毒的。」

G7將自6月11日到13日在英國西南部的康瓦爾（Corn-
wall）舉行峰會，由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主持。

WHO表示，G7有能力提供戰勝疫情所需的疫苗、篩檢
、治療方式，也有能力消除會阻礙疫苗加速生產的障礙。

譚德塞說： 「共享疫苗，或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提供協助
，攸關世界上每個國家的利益。」

WHO的 「加速取得2019冠狀病毒疾病防疫配套計畫」
（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是一項研發及分
配疫苗、篩檢、治療方式的計畫，今年預計需要220億美元
的經費，但目前為止還差190億美元。

除此之外，明年還需要額外的350億美元到450億美元
，來確保全世界大多數的成人都能免疫。

譚德塞希望G7成員國，也就是英國、加拿大、法國、德
國、義大利、日本、美國，能窮盡一切資源去研究可能的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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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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ost five years ago our mom
passed away in Washington, D.
C. When we are here celebrating
Mother's Day without her, we feel
a kind of sadness and still re-
member her every day.

When I was a teenager our fami-
ly lived in a small town nearby
the China and Burma border.
This poor town had no water and
no electricity. I remember mom
was the one who went to the wa-
ter well and got water and
cooked a meal for the whole fam-
ily. When she was a young adult
mom was a music teacher in her
hometown. Almost twenty-five
years later I was with my mom
when we visited her hometown
again. A lot of people still called
out, “our teacher is coming

back!” Suddenly I saw tears
come rolling down her cheeks,
but with a very proud smile. Mom
had never told us about her
teaching career before.

After a long journey, we finally
came to America. Mom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my sisters in Dal-
las and Washington D.C. Every
time when I visited her she pre-
pared a home-cooked meal and
always played a flute to entertain
the whole family. She loved mu-
sic and became a music teacher.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mom
spent a very joyful time with the
whole family. She always would
tell us that we needed to fight for
our future. As an old saying
goes, “When you see the

mountain, we need to open the
road. When you see the water,
you need to build a bridge.”

We are so very proud that we
had such a wonderful mom to set

the example for our future.

Today we all celebrate Mother's
Day. Everybody has their own
story about their mother. We all
should feel they are the greatest.

0505//0808//20212021

~ Our Mom ~~ Our Mom ~
Celebrating Mother's DayCelebrating Mother's Day

母親在二O一六猴年最後一天在美國華府
去世，這已經是近五年前的事，我們對她的思
念更是與日倶增。

當我懂事時，我和家人是生活在一個偏遠
的中緬小鎮上，我總記得在沒有水和電的落後
鄕鎮上， 對於一位年輕又曾在家鄉執教的音樂
老師而言，她在一㘯巨大的變局中而成了流浪

天涯的遊客，我總是看見她挑水做飯和在孤燈
下縫補舊衣的身影，但是，我的母親她從未透
露或講述她的过去，總算在她離開家鄉二十五
年後，我們陪她回到了她童年時的故鄉，當大
批親友好友們共聚在外婆家诺大的古宅前，許
多早已年過古稀的鄉親們大聲歡呼說: “趙老師
回來了”， 我第一次看到母親在帶有驕傲的笑
容中留下了熱淚，在無情的坎坷歲月中，她當
年神彩飞掦的少女歲月和容顏早已不在，但她
那股能屈能伸的坚韧精神，讓我對她無比敬佩
和感動。

多年來，我們全家走過了千山萬水總算在
美國定居，我們在奮鬥創業之艱難歲月中，母
親總是我們最好的讀者和觀眾，那年我從國外
回來，買了支長笛送給母親，每當我在享受了
一頓她親手烹調的雲南家鄉菜後，她總要拿出

那支細長的直笛給大家表演一曲，那首美麗旋
律表現了母親對音樂之酷愛。

今天，我們一起在此慶祝母親節，在每一
個人的心目中，媽媽都曾在人生旅途上烙下不
可磨滅的印記。

我可以非常肯定而驕傲的說，從有記憶開
始我似乎從來未向母親说過“不”字，母親為
我們樹立了非常重要堅定的形象，那就是面對
困難，絕不言退，要「見山開路，見水搭橋」
。

母親長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波多馬河畔已
有五載之久，她的長笛聲和剛毅不屈之精神，
永遠支持和引導我們前進。

值此母親節前夕，我也含淚執筆，再次感
激她對我們養育之恩，母親，請妳好好安息吧
。

母親的長笛母親的長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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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污水排海決定致日本核污水排海決定致66成多韓國人減少海鮮消費成多韓國人減少海鮮消費

英國大選英國大選：：脫歐後的約翰遜脫歐後的約翰遜
如何應對蘇格蘭如何應對蘇格蘭““脫英脫英”？”？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上個月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發周邊國家廣
泛擔憂。韓國消費者維權團體“消費者市民組織”發布的一份民調結果顯示，超過六成韓國民眾
減少了對海鮮的消費，半數受訪者認為應禁止進口所有日本水產品。

韓國“消費者市民組織”近期面向500名居住在首爾市和京畿道20歲-60歲年齡段的消費者進
行了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63.2%的受訪者稱海產品消費有所減少，36.2%受訪者則回答沒有變化。就日本核
污水排海是否會給本國海產品消費帶來影響，91.2%受訪者認為“將減少消費”。

此外，69.6%的受訪者認為對日產海鮮的安全管理不夠信任。對於保障海產品安全所需的政策
，54.4%受訪者回答“禁止進口所有日本水產品”，27.8%認為“加強對日本產海鮮的輻射檢查和
管理”，6.4%認為“加大水產品原產地管理力度”。

韓國水產品協會日前舉行集會，譴責日本決定將福島核電站污水排入大海，要求日方立即撤
迴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決定。

水產從業人員還發布聯合聲明指出，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屬於重大違法行為，這將對周邊國家
公眾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也會嚴重威脅到韓國水產業的存亡。

韓國漁船組隊抗議日本決定將核污水排入大海
聲明稱，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必須在與周邊國家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並敦促日方立即撤回

單方面的相關決定。聲明強調，日本應透明公開福島核污水處理信息，並接受國際社會對日方核
廢水的檢驗。

聲明還呼籲韓國政府立即制定水產品安全管理方案和水產業保護對策。聲明強調，日本應深
刻認識到，如果不撤迴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決定，水產品消費將無法恢復。

日本核污水排海工作預計2年後開始，將持續幾十年，擬排放核污染水超過100萬噸。分析人
士認為，雖然日本計劃兩年後將核污水排入大海，但消費者對日產海鮮安全性的擔憂已開始升溫
，預計水產品消費將進一步萎縮。

（綜合報導）英國議會選舉的結果將於5月9日揭曉。
蘇格蘭民族黨(SNP)曾經誓言，如果重新在蘇格蘭掌握執政

權，將要求舉行獨立公投——即蘇格蘭脫離英國。
報導稱，如果舉行這樣的公投可能會導致英國分裂。蘇格蘭

民族黨將於週六晚上（北京時間5月9日早晨）揭曉該黨是否贏
得了蘇格蘭議會的多數席位。

蘇格蘭民族黨表示，如果在擁有129個席位的議會中，支持
獨立的議員佔據多數席位，該黨將重新尋求就分離問題舉行新的
投票。這將引發與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衝突。

約翰遜此前表示，他將拒絕批准任何此類投票，因為蘇格蘭
人已經於2014年支持留在英國。

據CNBC新聞網5月8日晚間的一則報導，初步結果顯示，
蘇格蘭民族黨有望連續獲得第四個任期，在迄今宣布的49個議
員席位中的40個席位中獲勝，包括在三個關鍵戰場。

但在一些地區，反對黨——工黨的支持率也有所增加，這表
明最終的選舉結果將非常接近。蘇格蘭民族黨可能無法贏得絕對
多數，該黨領袖、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Nicola Sturgin)承認這
一點。

她說：“我從來不認為這(獲得議會中的絕對多數)是理所當
然的，它一直處於危險的邊緣。”

報導稱，即使蘇格蘭民族黨因為綠黨(Green Party)的分流而
達不到支持獨立的多數席位，但支持獨立的議員人數仍然可能佔
多數。因為綠黨也支持分裂。

但工黨的支持者認為，如果蘇格蘭民族黨沒有獲得絕對多數
席位，就不可能得到全民公投的議會授權。

蘇格蘭地區在政治上與聯合王國其他地區的政治分歧已經有
一段時間了，但蘇格蘭人在是否結束與英格蘭和威爾士長達314
年的聯盟問題上的分歧至今未有答案。
2014年，蘇格蘭人以55%對45%的公投結果支持留在英國，約翰
遜表示，這是“一代人只有一次”的投票機會。

按照目前法律，即使蘇格蘭地方議會通過了所謂就蘇格蘭脫

離英國議題舉行公投的議案，也必須經過英國首
相的簽署才能使其合法並付諸實施。

但是英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約翰遜不會批
准。
約翰遜告訴英國每日電訊報：“我認為在目前的
情況下（就蘇格蘭脫離英國）舉行全民公投是不
負責任和魯莽的。”

但是，此前，英國退出歐盟的舉動遭到了大
多數蘇格蘭人的反對。同時，由於約翰遜政府沒
有處理好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以及對約翰遜領導
的倫敦保守黨政府的反感，近兩年來，蘇格蘭獨
立運動的支持率逐漸提高。

據報導， 儘管排除了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前舉
行任何投票的可能性，但蘇格蘭民族黨堅持表示
，將尋求在2023年底之前（就獨立問題）舉行投
票。

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認為，如果蘇格蘭議會通過一項舉行
獨立公投的法案，約翰遜首相無論在道德原則上還是民主程序上
都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公投。

蘇格蘭綠黨聯合領導人洛娜•斯萊特告訴記者：“選舉結果
看起來將和我們預期的一樣，蘇格蘭綠黨將在蘇格蘭議會中獲得
支持獨立的多數席位，我們認為這是蘇格蘭人民再次舉行公投的
明確授權”。

“我知道約翰遜為什麼不想舉行公投，因為他知道自己會輸
。” 斯萊特說。

報導稱，如果約翰遜拒絕批准公投，這個難題很可能最終將
由英國最高法院決定。
約翰遜與未婚妻前往投票站

CNN的一則報導稱，這次英國大選，約翰遜將鞏固保守黨
在英國的一黨統治，但英國看起來一如既往地分裂。

報導說，雖然選舉結果尚未公佈，但初步跡象表明，英國首

相可以將這一次大選視為一次他的勝利——約翰遜領導的英國保
守黨在關鍵地區保住了市長席位，並將增加他們在地方議會中的
份額。

自2019年當選首相以來，約翰遜兌現了他領導英國於2020
年1月31日脫離歐盟的承諾。但此後不久，他遭遇了執政以來最
嚴重的危機：一場特大新冠疫情造成至少12.7萬英國人死亡，使
英國成為疫情期間世界上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約翰遜在應對疫情上的錯誤不勝枚舉。在危機爆發之初，他
受到廣泛批評，原因是封鎖時間太晚與對待病毒的態度不夠嚴肅
，而且他在病毒檢測和為醫務人員提供防護設備等關鍵問題上失
職。

分析認為，從長遠來看，約翰遜政府在這場疫情中的不當處
理是一個敗筆；英國退歐也將不可避免地對經濟產生更明顯的影
響；而與歐洲在新關係上的爭吵可能會激怒公眾，並讓英國民眾
的不滿情緒達到一個引爆點。總有一天，約翰遜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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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毀約？
澳重新審查中企99年達爾文港租賃協議

綜合報導 莫裏森政府已讓澳大利

亞國防部重新審查中國的嵐橋集團

(Landbridge)租借澳達爾文港的 99 年的

協議，考慮是否要強制讓中企放棄租

賃權。

達爾文港是位於澳大利亞北部。這

本來是一筆雙贏的商業交易，但由於亞

太地區局勢急劇變化，澳國內外的一些

人不斷從所謂“國安”角度審視這一交

易。

據報道，澳國防部門官員正在審查

，嵐橋集團是否應該被強制放棄其對港

口的租賃權。他們的依據是澳2018年通

過的《關鍵基建安全法案》(The Securi-

ty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ct 2018)，認

為中國公司對於該港的租賃權會帶來國

家安全上的風險。

自 2015 年與中國公司簽署租賃

協議以來，澳聯邦政府內持反對意

見的人士以及國安專家就不斷提出

質疑。

國防部長彼得· 達頓(Peter Dutton)表

示，莫裏森內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已責

成國防部“帶著建議回來，讓工作推進

下去。”

被問及所有選項中是否包括強迫(

中企)撤資時，達頓表示，政府需要等

待國防部的建議，“在聽取建議後，

我們可以考慮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選

擇”。

在一周前，莫裏森暗示澳聯邦政府

如果收到國防部或國安部門的建議，或

對港口的租賃權采取行動。

專門炮制反華黑材料的澳大利亞

政策研究所 (ASPI) 此時也跳出來。

ASPI 主任邁克爾 · 舒布裏奇 (Michael

Shoebridge)宣稱，支持強迫嵐橋集團

撤資，但“該公司應當考慮主動這

麼做。”

據《悉尼先驅晨報》介紹，2015年

，澳大利亞北領地(NT)政府與中國嵐橋

集團簽訂了價值5.06億澳元的租賃協議

，租期為99年。該協議賦予這家中企對

於港口運營的完全控制權，以及(租期內

對於)達爾文東臂港(East Arm wharf)土地

和設備80%的所有權。

達爾文是澳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

也是北領地首府。澳海軍的供應基地也

位於達爾文東臂港。

近年，澳聯邦政府逐漸收緊外國投

資政策，要求關鍵基建的租售需通過外

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審查。

路透社道稱，澳大利亞對於達爾文

港的審查，或進一步緊張中澳關系。

澳國防部、嵐橋集團澳大利亞辦公

室和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尚未回應路

透社的置評請求。

上月，澳方“開歷史倒車”，公然

宣布撕毀“一帶一路”協議。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澳方的政治操弄

和無理行徑完全違背中澳全面戰略夥伴

關系精神，是在開歷史倒車，性質惡劣

，對兩國地方、企業合作信心產生了嚴

重消極影響，也使澳方自身形象和信譽

受損。

巴西今年4月實現
外貿順差103.49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經濟部公布數據顯示，今年4月，巴西外貿實現順差

103.4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7.9%，創下該國自1989年開始該項統

計以來單月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巴西4月出口額為264.81億美元，同比增長50.5%。其中

，礦產品出口同比增長73.2%，而鐵礦石出口增幅最大，同比增長達

106.3%。農產品出口同比增長44.4%，其中大豆出口同比增長43.1%。工

業產品出口同比增長43.9%，其中燃料出口同比增長128.9%。

4月進口額為161.32億美元，同比增長41.1%。其中，工業產品進

口同比增長42.6%，礦產品進口同比增長35.5%，農產品進口同比增長

1.6%。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4個月，巴西出口總額為821.3億美元，同比增

長26.6%；進口總額為638.73億美元，同比增長14%。兩相比較，今年以

來巴西累計實現外貿順差182.57億美元，同比增長103.9%。

今年前4個月，巴西產品出口目的地主要是：中國284.4億美元、歐

盟108.2億美元、美國79億美元和阿根廷35.1億美元。巴西進口商品主

要來源地是：中國141.3億美元、歐盟118.3億美元、美國107.2億美元和

阿根廷34.5億美元。

業內人士表示，今年以來，巴西外貿順差實現較大增長，主要得益

於全球需求回暖，巴西農產品和鐵礦石出口量大增且價格上漲。此外，

美元升值也有利於巴西產品的出口。

巴西經濟部預測，巴西今年外貿順差將達894億美元，高於去年的

509.95億美元。巴西金融市場3日發布的最新預期稱，該國今年外貿順

差將達640億美元。

德國接種疫苗超3000萬劑
擬放寬已接種人士入境要求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已接種疫苗3014萬

劑次。德國衛生部長施潘當天表示，德國政府本周計劃推出一項新的法

案，今後乘飛機入境德國的人士如已完全接種疫苗，將可憑接種證明免

於新冠檢測。他同時對歐盟關於放寬已接種疫苗者入境旅遊的建議表示

支持。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德國當日

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9160人、84人。德國“時代在線”

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3日22時許，德國累計確診3437540人、

死亡84084人。截至目前，德國已接種30147919劑次疫苗，共有6655866

人已完全接種疫苗，占總人口的8%。

施潘當天出席“新冠內閣會議”後在柏林作出上述表示。他表示，

今後乘飛機前往德國的旅客，如果已經完全接種了新冠疫苗，則在登機

前可以免於出示新冠檢測陰性報告，而僅需提供疫苗接種證明即可。

德國聯邦政府正在推動本月內盡快出臺一項法案，其宗旨是使得已

完全接種疫苗和已從新冠感染中痊愈的人士在目前的各項新冠防疫限制

措施下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如在購物或理發時將不再需要出示陰性檢測

報告，從國外入境德國時亦可免除隔離等。

針對歐盟委員會建議成員國恢復歐盟以外第三國公民以旅遊為目的

入境旅遊，施潘當天表示贊成。他認為，如果第三國人士已接種某一款

獲得歐盟批準的新冠疫苗，那麼允許其入境將是合理的。至於是否也應

當承認尚未在歐盟獲批的新冠疫苗，施潘表示，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意大利社會人口跌至6000萬以下
工作崗位損失150萬

綜合報導 據意大利歐聯網援引歐聯

通訊社報道，意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發

布最新人口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21年1

月1日，意大利社會人口總數為5925.9萬

人，較2019年的社會人口減少了38.4萬人

，人均預期壽命減少了1.2歲。

據報道，根據國家統計局報告，受新

冠疫情影響，意大利社會人口數量和人均

預期壽命均有所減少。2020年，意大利人

口減少在受到疫情影響的同時，還存在人

口流動、結婚人數減少和社會出生率下降

等因素。

數據顯示，從2014年以來，意大利社

會人口已經開始持續下降。2020年，意大

利新生兒出生數量為40.4萬人，而社會死

亡人數卻達到了76.4萬人。

在人均預期壽命方面，2020年，意大

利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79.7歲，較2019年

減少了1.4歲；女性平均預期壽命為84.4歲

，較2019年減少了1歲。其中倫巴第大區

的男性預期壽命減少了2.6歲，倫巴第女

性減少了2歲。女性中預期壽命減少最多

的是瓦萊達奧斯塔，足足

減少了2.3歲。

根據意大利國家統計

局估算，2020年，意大利

女性平均生育1.24個孩子，

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為

32.2歲。而2019年的數據，

女性平均生育1.27個孩子

，2018年為1.29個孩子。

截至2021年1月1日，

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國移民

約 503.6 萬人，比 2019 年

減少了4000人。新輸入移

民為17.4萬人，輸出移民

為4.6萬人，凈增移民數量為12.8萬人。此

外，2020年，在意大利出生外國移民為6

萬人，死亡為9000人，外國移民入籍導致

移民人口減少10萬人。

另據報道，意大利商業聯合會(Con-

fcommercio)3日發布警告，在連續25年不

間斷的增長之後，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

2020年服務業營業額首次出現下降，與

2019年相比減少了近10%。這些情況，使

意大利的第三產業面臨重大危機。

意大利商業聯合會通報表示，2020

年，意大利勞動市場損失了 150 萬個工

作崗位，市場消費減少了近 1300 億歐

元。其中僅服裝、鞋類、交通、娛樂

、文化、酒店和公共事業損失近 1070

億歐元。

9胞胎！非洲媽媽一胎生下5女4子

目前母嬰平安

綜合報導 馬裏衛生部日前

發布消息稱，該國一名女性產下

9胞胎，比預定生下的7胎還要

多出兩胎。目前，這9名嬰兒和

他們的母親都身體狀況良好。

報道稱，由於超聲波檢查顯

示 25歲的席斯(Halima Cisse)懷

了7胞胎，她在馬裏首都巴馬科

的一家醫院住院兩周後，於3月

30日被政府用飛機送到摩洛哥

接受更好照料。

5月4日，席斯在摩洛哥通

過剖腹產誕下了9名嬰兒，包括

5名女嬰和4名男嬰。馬裏衛生

和社會發展部長範塔· 西比在聲

明中表示，母親和新生兒的狀況

都很好。

吉尼斯世界紀錄網站顯示，

目前一次誕下最多嬰兒並存活下

來的世界紀錄，由美國女性蘇萊

曼(Nadya Suleman)保持，她在

2009年誕下8胞胎，包括6子 2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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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陸軍參謀長安迪卡(An-

dika)在陸軍總部表示，印尼陸軍的醫務人

員將協助該國衛生部門進行新冠疫苗接種

，助力全國疫苗接種計劃的實施。

兼任印尼國家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

委員會副主席的安迪卡是在陸軍總部與

該國衛生部長薩迪金商談疫苗接種計劃

的實施後作出上述表示的。

薩迪金當天到陸軍總部拜會安迪

卡後稱，他代表印尼衛生部向陸軍

總部請求派遣醫務人員協助新冠疫

苗的接種。

此前一天，薩迪金通報印尼已發現

了16例感染最早發現於英國、南非、印

度的變異新冠病毒病例。其中，近日在

雅加達發現 2 例感染了在印度發現的

B.1.617雙突變病毒的病例。此前在巴厘

島發現1例感染在南非發現的B.1.351變

異病毒的病例；在多省發現13例感染在

英國發現的B.1.1.7變異病毒的病例。

印尼正試圖通過加快新冠疫苗接

種來控制疫情，但其疫苗接種速度不

盡人意。自 1 月 13 日啟動全國疫苗接

種計劃至今近四個月時間，僅有不到

1250 萬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已接種第二劑疫苗的人數

不到770萬人，離該國今年為近1.82億國民接種疫苗的目

標相距甚遠。

印尼官方4日下午通報，該國當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4369例，累計確診1686373例；新增死亡188例，累計死

亡46137例。

韓慰安婦受害者不服對日索賠訴訟判決結果
提起上訴

綜合報導 韓國民間團體“日軍慰

安婦問題訴諸國際法院(ICJ)推進委員

會”稱，慰安婦受害者李容洙決定對首

爾中央地方法院為日本違反國際法的犯

罪行為提供“免罪符”的判決提起上訴

，並希望能在二審中取得勝利。

4月21日，韓國中央地方法院民

事合議15庭以日本享有國家主權豁免

為由，駁回了李容洙等慰安婦受害者

和金福童等已故慰安婦受害者及其家

屬20人發起的對日索賠訴訟。

報道稱，李容洙多次建議將承認

慰安婦制度存在、真誠道歉、接受歷

史教育等受害人對日方的要求，提交

聯合國國際審判法院進行裁決。

慰安婦援助團體“正義記憶連帶”

表示，李容洙提起的對日索賠訴訟，旨

在基於日方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向日方

索賠，但一審法院刻意回避司法裁決，

違背了法官的獨立性原則，屬於極端的

司法消極主義，背棄了實質正義。

據此前報道，已故的裴春姬等慰

安婦受害者及其家屬12人，於2021年

1月提起的對日索賠訴訟被判勝訴。

柬埔寨日增確診病例再創新高
綜合報導 自金邊等地實施嚴密

“封城”措施已有近三周，柬埔寨每日

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數仍未“見頂”

，4日該國報告病例數再創新高。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當天通報，該

國當天新增報告938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再次刷新疫情以來的單日新增

最高紀錄。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均

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從地區分布來

看，金邊疫情形勢仍不容樂觀，新增報

告608例。此外，幹拉175例，西港77

例，蔔疊棉芷51例，實居14例，茶膠4

例，磅湛3例，特本克蒙2例，柴楨、

菩薩、馬德望、暹粒各新增1例。

金邊目前正處於為期三周的“封

城”措施中，從目前消息來看，官方

並不準備延長這一措施。柬埔寨首相

洪森3日晚表示，政府決定於6日解

除對金邊和大金歐市實行的“封城”

令。在“解封”後，政府和有關當局

仍將嚴格執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措施

，包括於3月11日生效的防控新冠病

毒和其他致命性傳染病法，以及相關

行政和衛生防疫措施。金邊市政府和

幹拉省政府將密切監督轄區內疫情形

勢，並根據實際狀況而采取適當和有

效防疫措施。

金邊市長坤盛4日表示，市政府將

在金邊“解封”後，繼續實行“分區”

管控制，即按照各分區疫情嚴重程度，

劃分為“黃區”、“橙區”和“紅區”

。其中，除了“紅區”仍受到當局嚴格

管控外，其他區域管控將會放寬，包括

民眾和商業機構可以恢復正常活動。

截至5月4日，柬埔寨累計確診

16299例，累計治愈5791例，累計死

亡107例。“2.20”社區感染事件累計

確診15744例。

印尼海軍：中國海軍已抵達巴厘島，幫助打撈失事潛艇
綜合報導 據消息，印尼海軍周二表

示，中國海軍(潛艇救撈船)已經抵達巴厘

島，以幫助打撈上個月造成53人遇難的

“南伽拉”號失事潛艇。

報道稱，在中國援助力量抵達之前，

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等國協

助印尼搜尋失事潛艇的船只，已經離開當

地水域。

印尼海軍說，有兩艘中國救撈船在巴

厘島附近水域待命，預計第三艘將在周二

晚些時候抵達。

法新社報道沒有指出中國海軍派出的

是哪三艘潛艇救援艦，但表示，所有三艘

中國救撈船的潛水作業深度均可達水下

4500米。

據早前“央視軍事”報道，被派往印

尼的中國打撈船共有3艘，其中包括“永

興島”號(舷號 863)遠洋打撈救生船，

“永興島”號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遠洋

打撈救生船，主要任務是三級援潛、沈船

打撈、救援和拖帶失事水面艦艇。

資料顯示，“永興島”號滿載排水量

約1.3萬噸。

4月30日，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

國強就印尼潛艇失事表示，中方向印尼海

軍“南伽拉”號潛艇失事中的遇難者表示

深切哀悼，向其親屬致以誠摯慰問。應印

尼政府請求，中國軍隊已派出艦船，赴龍

目海峽相關海域，協助印尼救援“南

伽拉”號失事潛艇。

當時中國國防部公布的信息沒有提及

派出什麼樣的艦船，但無疑是援潛

救生專業船只。 目前，全球只有

美國、中國等少數國家擁有比較完

善的潛艇救援能力。

5月1日，印尼海軍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歡迎中國海軍給予印尼

政府人道主義援助。印尼海軍上將

尤多透露了打撈潛艇的進展情況，“根據

軍方高層的消息，中國海軍正在趕來救援

的途中。”

他表示，新加坡海軍搜救設備只能打

撈該潛艇的輕型部件。至於重型部件，希

望中國海軍的艦船能夠提供幫助。

據早前報道，4月 21日，印尼海軍

“南伽拉”號潛艇在進行發射魚雷演練時

失聯。4月25日，印尼軍方確認該潛艇沈

沒，艇上53人全部遇難。潛艇殘骸在巴

厘島水域838米深處被發現，已經斷成3

截。目前失事原因尚不清楚。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1年5月9日       Sunday, May 9, 2021

文 匯 要 聞2021年5月8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李鴻培 1

這是 欣
怡 從

四川來香港
的第七個年
頭，由於香港
疫情遲遲不受
控，她和家人經歷了前
所未有的長時間分離。過去一
年本地經濟低迷，也讓欣怡不得不重新
找了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

清零不抱希望 收入房租兩困
過去幾年，熱愛手工藝的她和兩個志同道合的夥伴一

道，在工廈裏經營起一間手工藝工作坊。從一開始的興趣，
到四年前辭去全職工作，全心經營工作坊，欣怡很滿足。
“我喜歡香港，覺得這裏有無限可能。”工作坊的經營步入穩
定後，欣怡和夥伴們又尋址開闢了第二處“分舵”，一處以課
程為主，一處以展示售賣、聯合辦展為主，漸漸也打出了名聲。新冠
肺炎疫情前，欣怡隔幾個月就會回一趟家，或者和父母約在廣東短聚。

兒行千里母擔憂。“修例風波的時候，媽媽非常擔心，問過我要不要回去。”
沒有想到，這只是開始。接下來的新冠疫情，對依賴客流和面對面授課的工作坊，才
是真正的考驗。“一開始我們還挺樂觀，覺得有國內的經驗，控制疫情不是問題。”
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欣怡苦笑着說，現在聽到“限聚令”放寬之類的新聞，也高
興不起來。她坦言，對年內香港能達到連續清零不抱什麼希望。“我們這樣的工作
坊，培養客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現在大家都盡可能避免接觸，課程規模一縮再
縮。”

更現實的是，去年下調的租金，在年初又重新回調了。
“我不是沒有家，我只是沒有房子。”欣怡不禁反問自己，在沒有屬於自己

的小窩的這個城市，家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職涯瓶頸返家 感激母親勉勵
老家在湖南的阿麗莎上個月遞交了辭呈，決定下個月回內地。母親節和自

己的生日兩年來都沒能和家人一塊過，阿麗莎已經開始憧憬抱着英國短毛貓
“皮蛋”，重新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阿麗莎已經在這份工作上堅持了兩年，上司承諾給她升職說了一年多都
沒個動靜，慢慢地她就發現做行政這塊都是熬年資，“現階段處在工作的瓶
頸期。而且持續一年多的疫情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控制，確實讓我產生了要回
去的念頭，也給了我這個契機。”

阿麗莎在決定要不要辭職的時候也糾結過，但她說媽媽給了她鼓勵，
“人不要給自己設限。”阿麗莎說媽媽前兩年吃了很多苦，但她一直在學
習生存技能，不斷積累人脈，有了一定的積蓄就跳槽了，層級越做越高，
“現在忙得微信都不能當天回我了。”

“媽媽肯定是希望我回去的，”問及家人對她未來的規劃，阿麗莎
說，“一方面有出於傳統‘女孩子在外不需要太拚，回來考公務員做老師
不會太累’的思想；一方面香港從2019年的修例風波到現在疫情尚未徹
底控制，就業環境並不理想，讓她擔心；再者就是媽媽年紀也大了，需要
有人陪伴。”但最讓阿麗莎感動的是，對於未來的怎麼走，媽媽說有她
在後邊托底，讓阿麗莎大膽向前，這也是阿麗莎可以裸辭的原因。“這
是來自母親的疼愛，讓我無後顧之憂。”

“媽，我吃飯去了，掛了

喔。”關掉視頻通訊，“港漂”欣

怡發了一會兒呆。距離上一次回

家，已經過去了15個月。“我媽

說看我好好的就行，禮物不禮物

的，不重要。”坐困愁城，欣怡開始有點迷茫：香港疫情沒

有盡頭，通關遙遙無期，如果為了工作和父母長時間分離，

到底值不值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李才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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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香港聯會副會長、“在滬港人同心盟”聯合發起人及
總統籌堵冠偉已經一年多沒有回香港。母親節來臨，他
說除了會透過視訊向媽媽問候，也已經悄悄拜託在港的
家人，準備了鮮花等禮物，待到當天給她一個驚喜。

堵冠偉表示，與在滬港青們談到即將到來的節
日，基本上大家都是這樣的計劃。

前往上海已經14年的堵冠偉目前從
事家族辦公室及商業軟件諮詢服務，公
餘時間還會到高校為青年擔任創業導
師。“到了內地，你面對的是一個巨大
的市場，無限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可以
做決策的主動性。因此，每一天都是新
鮮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來內地很幸

運，一點也不覺得苦。”如今，國家“十
四五”規劃又給港人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可能
性，他除了自己發展，也樂於幫助更多後來
者一起進步。

希望長伴膝下 更盼發展更好
堵冠偉表示，在港的父母當然希望自己能長

伴膝下，但是看到他在內地打拚後，有了很好的發
展，也有了家和新的朋友圈，也

為他感到高興。“沒有疫情的時候，他們
每年都會來上海陪我小住一段時間，對這裏整
體的生活也非常滿意。”
堵冠偉說，他和在滬的朋友們倒是非常擔

心香港家人的情況，尤其近階段出現了印度變
種病例，“說不想念家人是不可能的，有些家
人已經超過了可以打疫苗的年紀，所以更令人
擔心，真的希望香港能盡快清零。”稍顯安慰的
是，“回港易”政策擴展到了內地其他省市，他
和一些朋友已經初定6月底7月初返港探親。
從去年8月底抵滬進入高校就讀，周詠芝就沒

有再回過香港。回想起上一次和爸媽的相處，已經
是去年了：來滬報到前的那晚、香港機場的送別大廳……不過得益於網絡
與科技的發達，來到上海之後，周詠芝幾乎每天都會和爸媽視訊話家常。
“母親節肯定要視頻連線啦！”

逐漸融入內地 暑假預約返港
對於周詠芝這些在滬求學的港青來說，逐漸融入內地，也逐漸收穫更多

新的“家人”。這讓他們在更加獨立的同時，也更加熱愛內地。
周詠芝至今難忘初到上海時候從陌生到熟悉的感覺。“一開始會覺得不

太了解這邊的文化，怕和同學聊不到一起去，但接觸下來發現大家都好有趣，
我也能很好地融入進去，最開心的就是和同學、朋友相處的時光了！”
之後的寒假雖然無法回到香港，但由於內地東北的疫情，有不少同學和她

一起留在學校。學校方面為了讓他們過好年煞費苦心，安排了滿滿一周的活
動，她逐漸適應了“回不了家”的生活。
最令她開心的，莫過於可以打疫苗了，目前已經完成第一針接種。在港的

父告訴她“回港易”擴大了，讓她放假之前盡快申請。
但是，現在想到回家，周詠芝卻又有點不捨，因為不願錯過任何一個“嘗

鮮”的機會：“我們這個暑假是有軍訓的，雖然港生可以申請不參加，但我還挺
想體驗一下的，所以可能會在軍訓後去預約時間回香港吧。”

不少在內地工作學習的港青已經一年多沒有回港與

親人團聚，這個母親節也只能是遠程送祝福。不過他們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內地抗疫得力，在港的媽媽很放

心，而且北上獲得了更多的空間，家人們都十分支

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夏微

●● 香港新冠肺炎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反覆疫情反覆，，不少港不少港
漂糾結於留港發展漂糾結於留港發展
抑或回家團聚抑或回家團聚。。圖圖
為深圳關口為深圳關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堵冠偉表示，沒
有母親在身邊的內
地港青更需要家的
溫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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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芝（右二）在上海的學習和生活非常充實，媽媽非常支持她在
內地發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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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7日聯同多名官員公布，未來
如有源頭不明的變種病毒個案，會

首先在個案住所實施封區檢測，而該大廈
的所有住戶須進行21天自我監察，而毋
須撤離至檢疫中心隔離，及於封區檢測後
的第3、7、12及 19天做一共四次的強
檢。

認定無其他隱形變種鏈
她表示，特區政府應對變種病毒一

直謹慎處理，在追蹤印度裔男子流入社區
的首條變種病毒傳播鏈時發現，除部分密
切接觸者受感染外，沒有證據顯示病毒傳
播到同住家人以外的單位。數十萬計的強
制檢測，亦未發現其他源頭不明的變種病
毒個案，故認為現階段香港社區沒有其他
涉變種病毒的隱形傳播鏈，因而作出放寬
決定。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
健補充說，截至6日，首條變種病毒傳播
鏈累計有8宗確診個案，全部是源頭患者
的密切接觸者，患者所住的佐敦伯嘉士大
廈居民今日檢疫期屆滿，全部無受感染，
顯示同住大廈居民的風險較低。

劏房客視為密切接觸者
但由於變種病毒畢竟具較高傳染

性，故同幢大廈居民須接受多次強檢。如
果患者入住劏房，該單位其他劏房住戶被

視為密切接觸者，須送檢21天。此外，
若有證據顯示大廈有垂直或橫向傳播風
險，或者大廈出現多於一宗變種病毒個
案，大廈所有住戶亦會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接受21天檢疫。

已接種兩劑疫苗人士的檢疫安排亦
有調整，港府根據科學委員會及政府專家
顧問團意見，規定已接種兩劑疫苗的市民
一旦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個案若不涉變種
病毒，檢疫期可由14天縮短至7天，並於
第12天進行強檢；個案如感染變種病
毒，檢疫期則由21天減至14天再接受7
天自我監察，並於第19天接受強檢。

抵港者同步縮短檢疫期
港府並根據“疫苗氣泡”概念，放

寬已接種疫苗人士抵港後的檢疫期。食物
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陳松青表
示，除來自極高或甚高風險地區，其他海
外地區的人士完成接種疫苗後，包括從外
地回港的港人，均可適度縮短檢疫期。

陳肇始強調，接種疫苗是防疫抗疫
最有效的措施，有助市民恢復正常生活，
更快建立免疫屏障，全球部分地區疫苗非
常短缺，香港既然有足夠疫苗，就應該利
用此工具，並再次呼籲市民不必觀望，應
盡早打針，相信是香港恢復經濟和生活的
重要一步，政府亦會密切監測情況及作出
適當調整。

新變種病毒殺入香

港社區，連日來有多幢

“疫廈”要撤離所有居

民到檢疫中心隔離 21

天，檢疫設施迅速逼近飽和程度。首批檢疫的伯嘉士大廈居民8

日凌晨檢疫滿21天，其間所有住戶病毒檢測結果均呈陰性，特

區政府在參考該結果及兩個科學委員會建議後，於7日宣布未來

如再有源頭不明的變種病毒個案，涉事大廈住戶毋須全部隔離

檢疫，非密切接觸者改為 21天自我監察及 4次強檢；而密切者

若已接種兩劑疫苗超過 14天，檢疫期則有條件地減少 7天。不

涉變種病毒的密切接觸者和BCD組別入境者，若接種兩劑疫苗

超過 14天，檢疫期亦同步減少 7天（見表）。香港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強調，該修訂相信是香港恢復經濟和生活的重要

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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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公布放寬一系列和接種疫苗相關的措施陳肇始公布放寬一系列和接種疫苗相關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特區政府即日起放寬“疫廈”
居民的“疫監”規定，印度裔男子的
“未來外母”、67歲女居民感染變種新
冠病毒的柴灣興華(二)邨豐興樓，因為全
幢逾500名住戶接受強制檢測後呈陰性，
7日晚獲解封，居民毋須送往檢疫中心隔
離，有街坊大呼：“鬆一口氣。”

7日上午豐興樓住戶已有心理準備要
送檢，陳女士坦言對隔離21天感緊張，
已做好準備，“屋企有餸，什麼都足
夠，應該不用再購買杯麵等物資，已經
預咗要隔離21日。”有居民則表示，
“應該撤離就要撤離，所有操作都屬正
常，應該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政府應該
有評估過。”

“執定衫褲，突然一天光晒！”
但隨着新的檢疫安排出台兼即日生

效，住戶7日晚“放監”，有街坊步出大廈
說：“本來執定衫褲、日常用品，突然話
唔使檢疫，一天光晒！”

連日來對檢疫安排有意見的薄扶林道
豪峰，約十戶人拒絕撤離一直留守寓所，
其中一名住戶林小姐7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在得悉不用接受21天隔離檢
疫時喜形於色，認為政府做法合理，但政
府仍安排他們必須前往檢疫酒店逗留一
晚，待有陰性結果後始能回家。“能夠避

免在檢疫中心度過母親節已是放下包袱，
所以會配合政府安排。”

營內荃威居民盼回家過節
已送入檢疫中心的人士將分批離

開，其中在竹篙灣接受隔離檢疫的荃威
花園R座居民馬太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亦指出，從新聞報道得知不用再檢
疫時十分高興，但7日下午近5時問職員
時，對方卻不清楚安排。馬太太希望可
最遲於母親節當天回家，可與兒孫一同
過節。

此外，6日晚傳出竹篙灣檢疫中心有
16名檢疫人士疑集體食物中毒，有指檢
疫中心7日只提供杯麵予居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邵昕

豐興居民無需送檢率先受益

●柴灣興華（二）邨豐興樓7日仍在封樓
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接種兩針疫苗者檢疫期可減7天
密切接觸者入境者受惠 恢復民生邁出第一步

 7天家居檢疫 第12天
+7天自我監察 強制檢測

×× 14天家居檢疫 定期強制檢測

 7天酒店檢疫 第12、19天
+7天自我監察 強制檢測

×× 14天酒店檢疫 定期強制檢測

 14天酒店檢疫 第19、26天
+7天自我監察 強制檢測

×× 21天酒店檢疫 定期強制檢測

 14天酒店檢疫 第19、26天
+7天自我監察 強制檢測

×× 21天酒店檢疫 定期強制檢測

21天酒店檢疫維持 定期強制檢測

不論有無打針，禁飛香港

檢疫者類別 兩針+14天 隔離檢疫 檢測安排

密切接觸者  送檢14天 第19天強制檢測
+7天自我監察

×× 送檢21天 定期強制檢測

涉事大樓居民 不適用 封區檢測 第3、7、12、
+21天自我監察 19天強制檢測

密切接觸者  送檢7天 第12天強制檢測
+7天自我監察

×× 送檢14天 定期強制檢測

涉事大樓居民 不適用 毋須 最少一次強制檢測

註：已打針人士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方享寬鬆檢疫安排—

▶提供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的證明

▶入住檢疫中心第1天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若涉變種病毒還

須在第7及12天病毒檢測呈陰性

▶抗體測試（包括刺突蛋白IgG或總抗體，或替代中和測試）

結果為陽性

*涉事大廈劏房住客、密切接觸者是患者同住家屬，仍需集中檢疫21天

最新檢疫措施Q&A
Q：新冠肺炎康復者的檢疫如何安排？
A：如康復出院不超過9個月，視為

已接種兩劑疫苗；出院超過9個
月，並曾接種一劑疫苗滿14天，
亦視為已接種兩劑疫苗，享同等
檢疫待遇。

Q：抵港人士接種哪些疫苗獲香港特
區政府認可？

A：所有獲世界衞生組織或中國國家
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Q：如果涉變種病毒的大廈出現多於
1宗個案，會如何處理？

A：不排除病毒在大廈內傳播，所有
住 客 均 被 列 為 密 切 接 觸 者 ，
須送檢21天。

Q：抗體測試中，對於抗體濃度是否
有要求？

A：有濃度要求，並且能夠區分是注射疫
苗產生的抗體，或是感染後產生抗
體。

Q：如何把關檢疫人士的自我監察？
A：配合電子手環監察，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已有相關指引。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食衞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涉
變
種
病
毒

不
涉
變
種
病
毒

D組：低風險地區
澳洲、新西蘭及新加坡

C組：中風險地區
中國、D組、B組、A組以外國家/地區

B組：高風險地區
孟加拉、比利時、加拿大、厄瓜多爾、埃及、埃塞俄比亞、

法國、德國、印尼、哈薩克斯坦、羅馬尼亞、俄羅斯、

瑞士、土耳其、烏克蘭、阿聯酋及美國

A2組：甚高風險地區（英國、愛爾蘭）

A1組：極高風險地區（巴西、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及南非）

香 港 最 新 防 疫 安 排香 港 最 新 防 疫 安 排

本地（即日起實施）

內地及澳門（“回港易”以外人士）、台灣

抵港組別 兩針+14天 隔離檢疫 檢測安排

抵港（5月12日起實施）

*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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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訊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羅復文處長於處羅復文處長於20212021年年55月月55日訪問德州牛日訪問德州牛
港市港市（（City of Port LavacaCity of Port Lavaca），），接受市長斐洛接受市長斐洛
（（Jack WhitlowJack Whitlow））於市政廳於市政廳（（City HallCity Hall））頒贈頒贈
市鑰及該市成立市鑰及該市成立100100週年紀念幣週年紀念幣，，表彰台美表彰台美
經貿關係及深厚人民友誼經貿關係及深厚人民友誼。。在場觀禮的貴賓在場觀禮的貴賓
包括市政經理包括市政經理Jody WeaverJody Weaver、、台塑美國公司副台塑美國公司副
總經理吳堯明及台塑德州廠行政處處長總經理吳堯明及台塑德州廠行政處處長EricEric
StevensonStevenson、、業務發展主任業務發展主任 Steve MarwitzSteve Marwitz、、預預
防保養主任田衛民及總務處主任陳宗德等人防保養主任田衛民及總務處主任陳宗德等人
。。

斐洛市長致詞歡迎羅處長蒞臨訪問斐洛市長致詞歡迎羅處長蒞臨訪問，，他他
表示牛港市受惠於經濟持續發展表示牛港市受惠於經濟持續發展，，近期不斷近期不斷

強化基礎建設強化基礎建設，，並與緊鄰的台塑美國公司德並與緊鄰的台塑美國公司德
州廠關係密切州廠關係密切。。羅處長也致詞感謝牛港市對羅處長也致詞感謝牛港市對
於台塑公司的各項合作與協助於台塑公司的各項合作與協助，，並期待與牛並期待與牛
港市強化合作港市強化合作，，以台塑公司之名為當地基礎以台塑公司之名為當地基礎
建設命名建設命名，，以彰顯台塑公司對於當地經濟發以彰顯台塑公司對於當地經濟發
展的貢獻展的貢獻。。

台塑公司及員工歷來參與社區服務不落台塑公司及員工歷來參與社區服務不落
人後人後，，在哈維風災及新冠病毒等重大災害與在哈維風災及新冠病毒等重大災害與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也積極協調慈濟基金會及台僑社也積極協調慈濟基金會及台僑社
區資源投入救災區資源投入救災、、重建與防疫工作重建與防疫工作，，斐洛市斐洛市
長並利用這次機會頒贈市鑰給台塑公司代表長並利用這次機會頒贈市鑰給台塑公司代表
優予表揚優予表揚。。

隨著疫苗接種速度的減慢拜登宣布了一項策略變更隨著疫苗接種速度的減慢拜登宣布了一項策略變更
拜登呼籲在拜登呼籲在77月月44日之前為日之前為11..66億成年人提供完全疫苗接種億成年人提供完全疫苗接種

「美南大專校聯會」 代表本週五訪問
「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訪問德州牛港市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拜登總統面臨的疫苗
接種工作滯後，威脅到他在7月4日之前實現接近
正常生活水平的承諾，該計劃徹底改變了與大流行
作鬥爭的戰略，從大規模疫苗接種地點轉移到更多
本地地點，專注於年輕的美國人和那些猶豫不決的
人進行疫苗接種。 拜登在白宮發表講話時說，他
正在與冠狀病毒作鬥爭的新階段，目標是在7月4
日美國獨立日之前至少為70％的成年人接種疫苗，
並對所有未接種疫苗的人提出勸說: 這是您的選擇
，是關於您的生或死。

美國政府的健康專家說，在陽性率低到足以恢
復正常生活之前，必須再給數千萬的美國人接種疫
苗。政府現在希望數以萬計的藥店允許人們走進去
接種。政府還提供了流動診所，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並且計劃斥資數千萬美元用於社區外展工作，以
提供交通和幫助為高危社區的兒童提供接種疫苗服
務。

為了增強對疫苗的信心，聯邦官員計劃爭取家
庭醫生，他們是社區中值得信賴的聲音。 為了使
供應與需求相匹配，聯邦官員通知各州下令分配全
部劑量，該儲備庫可供比他想要的使用量更多。拜
登還宣布了一個新的聯邦網站和電話號碼，它將幫
助人們找到離他們最近的疫苗接種站。他承諾：我

們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進行疫苗接種。 如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輝瑞公司希望在下週
初之前為12至15歲的青少年使用Pfizer-BioNTech
疫苗，政府希望疫苗接種站有所增加。總統說，青
少年在抗擊病毒方面很重要，因為青少年雖然不易
患嚴重疾病，但仍可能生病並感染他人。

拜登說，政府必須將重點從大規模疫苗接種場
所轉移到醫生辦公室，藥房和其他當地場所，並付
出更大的協同努力，讓那些不願接種的人容易獲得
疫苗注射。 截至週二，美國有超過1.06億人接受
了全程疫苗接種，超過56％的成年人（即將近1.48
億人）接受了至少一次注射。聯邦官員說，這導致
所有年齡段的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數急劇下降。
但是，儘管有大量的可用劑量，但在過去的兩個半
星期中，疫苗接種的速度已大大下降。根據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的數據，醫療服務提供者現在平均每
天平均使用219萬劑，比4月13日報告的338萬劑
的峰值減少了 35％。 拜登呼籲在 7 月 4 日之前為
1.6 億成年人提供完全疫苗接種-增加 5500 萬人，
即增加50％以上。

要實現總統提出的目標，即至少有70％的成年
人必須接受至少一次注射，大約還有 3500 萬成年
人必須接受至少一次注射。

為滿足休士頓社區民眾及少數族裔對創業為滿足休士頓社區民眾及少數族裔對創業、、執業執業、、稅務稅務、、移民移民、、文化文化、、教育教育、、生活生活
、、醫療醫療、、住宅等多方面的需求而成立的美南新聞住宅等多方面的需求而成立的美南新聞 「「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 ，，自今自今
年年44月月66日成立以來日成立以來，，以向社區民眾提供上述相關信息以向社區民眾提供上述相關信息，，以提高產業結構以提高產業結構，，擴大就業擴大就業，，創創
造財富造財富，，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獲得僑界廣泛關注獲得僑界廣泛關注。。周五周五（（55月月77日日））上午上午，，代表台灣僑代表台灣僑
胞的胞的 「「美南大專校聯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代表鄭昭代表鄭昭、、孫雪蓮孫雪蓮、、周宏周宏、、劉志忠等人劉志忠等人，，前來前來 「「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
社區資源中心社區資源中心」」 參訪參訪，，受到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受到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左立者左立者））及及Martina EdeborMartina Edebor博士博士
（（前坐者前坐者））的熱烈歡迎的熱烈歡迎，，並向他們介紹資源中心提供的服務項目並向他們介紹資源中心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包括：：災害幫助貸款災害幫助貸款
和贈款和贈款、、稅務信息稅務信息、、財務幫助財務幫助、、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勞動力資源勞動力資源、、房屋買賣和租住房屋買賣和租住、、醫療醫療//保健問保健問
題題......等十餘項協助等十餘項協助，，且不斷在補充和完善中且不斷在補充和完善中。。

羅復文處長於訪問德州牛港市（City of Port Lavaca）
，於市政廳接受市長斐洛（Jack Whitlow） 頒贈市鑰
及該市成立100週年紀念幣，表彰台美經貿關係及深
厚人民友誼

羅復文處長與德州牛港市羅復文處長與德州牛港市（（City of Port LavacaCity of Port Lavaca））市長斐洛市長斐洛
（（Jack WhitlowJack Whitlow）（）（右右44）、）、市政經理市政經理Jody WeaverJody Weaver（（右右11
）、）、台塑美國公司副總經理吳堯明台塑美國公司副總經理吳堯明（（右右22）） 、、行政處處長行政處處長
Eric StevensonEric Stevenson（（左左33）、）、預防保養主任田衛民預防保養主任田衛民（（右右33））及及
總務處主任陳宗德總務處主任陳宗德（（左左44））等合影等合影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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