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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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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以色列14日加緊空襲和炮擊巴勒
斯坦激進組織 「哈瑪斯」位於加薩地帶的目標，
步兵和裝甲部隊也在邊境集結，據稱已完成地面
作戰準備。哈瑪斯旗下武裝組織 「卡桑旅」則警

告，以色列軍隊不要入侵 「加薩走廊」，否
則將面臨 「殘酷的教訓」。連日來，以巴衝
突持續升級，目前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引發
國際社會嚴重關切。

以色列軍方14日稍早時稱軍隊已進入加
薩，但後來發聲明澄清，指加薩地帶內目前
沒有地面部隊， 「以色列陸空部隊正執行攻

擊加薩地帶內的目標」。據以國媒體報導，以色
列步兵和裝甲部隊正在加薩地帶邊境集結，承擔
地面作戰主要任務的南部軍區，已完成各項準備
。此外，以色列緊急徵召1.6萬名預備役人員，以

協助野戰部隊作戰。以軍一旦發動地面戰，極有
可能與哈瑪斯等巴人武裝組織爆發全面戰爭。

連日衝突 巴方115人死亡
哈瑪斯 「卡桑旅」發言人奧貝達13日晚表示

，加薩地帶武裝組織13日晚向以色列南部城市阿
什凱隆（Ashkelon）和阿什杜德（Ashdod），發
射了90枚火箭彈。他同時警告以軍別入侵加薩地
帶，否則只會增加死亡及被俘虜的機會，巴方已
做好回擊敵人的準備。

據媒體報導，連日來，實際控制加薩地帶的
哈瑪斯向以國發射約 2 千枚火箭彈，以方則以

「鐵穹」（Iron Dome）防空飛彈系統攔截，但仍
傳出造成至少8死、上百人受傷。以軍則以空襲
和炮擊加薩地帶750多個目標報復，造成巴方115
人死亡、約6百人受傷。部分國際航空公司出於
安全考慮，已決定取消一些涉衝突地區的航班。

這次衝突是2014年以來，以色列與哈瑪斯之
間最激烈的戰鬥。在以國境內城市，猶太裔和阿
拉伯裔居民間也爆發衝突，有居民遭到毆打，店
舖被放火焚燒，雙方對立不斷加劇。

以巴衝突以巴衝突 國際憂爆發地面戰國際憂爆發地面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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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DC announced to-
day that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generally don

’ t need to wear a mask
or practice social distanc-

ing inside or outside. This
action mean we are one
step closer to returning to
normal. But Dr. Fauci said
he doesn’ t want to de-
clare victory prematurely,
but he stressed that,
“This is clearly a step in
the direction that we
wanted to go.”

According to the CDC, to
date, only 35.4% of all
Americans have been ful-
ly vaccinated.

CVS pharmacies will be-
gin administering the Pfiz-
er vaccine to people as
young as 12 years of age
beginning today. Teens
should get their vaccines
as soon as possible, even
at the same time as rou-
tine childhood vaccina-
tions.

We are so glad our situa-
tion is getting better, but
we are also so very wor-
ried about what is hap-
pening in India. So many
people are hopeless
there. They don’ t have
vaccines or medicines to
come to their rescue. This
is very sad for a country
such as India where the
leader just could not man-
age the crisis at all.

We are urging President
Biden to give more help
to India as soon as possi-
ble.

0505//1414//20212021

Vaccines Are Really WorkingVaccines Are Really Working

美國疾管中心週四宣布，
凡是已经接種過疫苗的國民，
不論在室内外都不再需要戴口
罩和相隔距離，同時今天開始
將給孩童們種疫苗，這也意味
著從今年九月開始，所有大中
小學都可以全部回到學校上課
。

福其博士表示，這並非意
味我們已經取得全面勝利，因
為我們距離全國免疫還有一段
長遠距離， 因為到目前為止
，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點四的人
口接受了二次疫苗，中心主任
瓦里斯凱非常興奮的表示，從
以色列和我們的試驗证明，新
冠疫苗已經獲得全面的成功，

其中包括百分之百預防可能感
染導致重症的可能。

我們真的要忠於感謝拜登
總統上任後表現的果斷火速之
救命行動，新政府聽從專家意
見，非常正確而且全面性的在
全國大小角落為國民打下了救
命的一針。

今天我們也非常同情和焦
慮在印度目前面對之悲慘疫情
，雖然我們的情況已經大幅改
善，但是印度今天遭遇之慘況
，仍然會牽動全球人類，我們
要奉勸莫迪政府，疫苗是解決
危機之不二方法，希望世界各
國要再加把勁，救救印度這個
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吧。

全國全面解封在即全國全面解封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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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加坡近來本土疫情升溫，原訂
26日重新上路的新加坡、香港旅遊泡泡恐再生
變。星國交通部長王乙康今天表示，鑒於目前
疫情，新加坡很可能無法達到重新啟動旅遊泡
泡的標準。

新加坡近來本土病例激增，連續兩天新增
24起社區病例，目前累計6萬1505人確診。據
統計，星國目前有 11 個感染群，其中與日前
確診、樟宜機場第3航廈清潔工相關的感染群
已擴大至 59 人確診，是目前人數最多的感染
群。

星國當局研判，疫情恐已經傳入社區，政
府提供 5 月 1 日以後曾到樟宜機場第 3 航廈的
民眾免費接受病毒檢測。

為防止疫情進一步擴大，新加坡跨部會抗
疫工作小組今天舉行線上記者會宣布，自5月
16日至6月13日實施多項加強版防疫措施，包
括禁餐廳內用、社交聚會人數最多2人；若可
能的話，雇主應讓員工居家辦公。

至於原訂5月26日重新啟動的新加坡、香
港航空旅遊泡泡（Air Travel Bubble，ATB）是
否受影響，王乙康在記者會上回應表示，目前
香港很安全，而是新加坡確診案例不斷上升。
新加坡、香港都同意致力落實旅遊泡泡，但必
須是在安全的情況下啟動，也須尊重雙方針對

重啟旅遊泡泡而設的機制。
以新加坡目前確診病例增加的情況看來，

他說，很有可能新加坡無法達到重啟旅遊泡泡
的標準，當局將密切觀察未來幾天的情況、檢
視重啟的日期，並在下週初做出決定。

根據新加坡與香港達成的協議，一旦其中
一地在7天內，平均每天出現超過5起感染源
不明的本土病例，旅遊泡泡就會暫停至少 14
天。

在這 14 天內，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在
任 7 天內平均不超過 5 起，之後連續 3 天每日
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不超過3起，且以連續
3天的最後一日為基準，往前推算7日的平均
感染源不明本土病例不超過5起，才能恢復旅
遊泡泡。

新加坡與香港的旅遊泡泡最初訂於去年11
月底啟動，但因當時香港疫情突然升溫而暫緩
實施至今。

此外，新加坡將實施的加強版防疫措施包
括調降大型活動的人數。對於新措施是否影響
預計6月初在新加坡舉行的 「香格里拉對話」
亞洲安全峰會等國際會議，星國抗疫工作小組
聯合領導人之一、教育部長黃循財表示，政府
與各主辦單位保持聯絡。

新加坡本土疫情升溫
香港旅遊泡泡恐再延期

為美國人民生命與健康把關的疾病控制與
預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簡稱CDC) 突然宣佈, 只要完全接種
過新冠疫苗的人現在開始無論在室內或室外活
動都不需再戴口罩, 也不需與他人保持安全距
離，這是15個月以來美國官方對防疫做出最大
寬鬆的規定, 雖然大眾歡迎, 但太早摘下口罩有
可能使防疫出現破口, 所以我們必須慎重為要
。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 應該記得一個半月
前, 當美國第4波疫情逆勢上揚時,CDC主任瓦
倫斯基才以”大難臨頭”（impending doom）
一詞來形容她內心的惶恐不安, 她當時告誡民
眾一定要戒慎恐懼面對疫情, 而且兩星期前她
再次重申人人須遵照戴口罩規定, 如今言猶在
耳,瓦倫斯基竟突改變說詞, 這種”從嚴” 到”
從寬” 的態度轉變讓那些保守的人無所適從。

當然瓦倫斯基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凸顯
了接種新冠疫苗所達到的防疫功效。 不過由於
目前全美只有34.8%的人口完成接種,所以在尚
未達到安全接種人數之前率然決定不戴口罩是

值得商榷的, 雖然美國確診人數有下降趨勢, 但
目前每天依然有 4 萬人感染,許多民調顯示, 有
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是排斥並拒絕接
種新冠疫苗的, 現在大家把口罩摘下來後, 根本
分辨不出哪些人是真正接種過疫苗, 加上沒有
社交距離規定, 感染機率必然提高, 再加上現在
各種變種病毒株不斷被發現, 萬一再度感染,所
有的防役工作將功虧一簣!

回復正常生活與工作是大家殷切期待的,
疫苗的廣泛接種讓我們帶來相當大的信心,CDC
既已做出大膽開放的決定, 相信他們是有科學
作依據的, 何況他們的決定只是指導方針,各州
與各城市都有自己的防疫法規與條例限制, 他
們才是真正具有執行權的,所以大家需以自己居
住所與工作地的規範為準。

一場疫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步調, 我們希
望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遠離那段遭受Covid-19
的煎熬、壓抑、哀愁、苦惱、彷徨、失望、難
過與悲傷的歲月， 在沒有十足安全之前奉勸大
家只要在人群中時,還是戴上口罩吧!

【李著華觀點 : 摘下口罩
美國防疫新規出現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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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漸緩
希臘擬逐步恢復多項文化活動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2691例新冠確

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達358116例；新增死亡病例63人，累計死亡人數

為10910人。

據報道，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ECDC)發布的最新疫情地圖顯示

，希臘大部分地區均標記為“紅色”。但愛琴海群島和愛奧尼亞群島以

及伯羅奔尼撒大部分地區已轉為“橙色”。在陽性指數方面，希臘全國

已降至低於4%，被標記為綠色。

隨著新冠疫苗接種加速以及大範圍病毒自測的開展，希臘的流行病

學數據已顯示出改善的跡象。持續多月的封鎖措施正在逐步解除，民眾

生活步向正常。

報道稱，希臘政府計劃加快“解鎖”，以配合該國旅遊旺季的開始。從

5月14日起，希臘全國博物館重新開放；從5月21日起，夏季露天電影

院開放，但是室內電影院料暫時不會開放；從5月28日起，戶外劇院和

表演場館重新開放。

希臘文化部官員稱，在重新開展文化活動後，必須嚴格執行防疫法規，

包括所有觀眾和員工都必須佩戴口罩，人與人之間應保持社交距離，所有人

在進入場館前都需進行體溫檢查，工作人員每周必須進行兩次病毒自測等。

希臘商業與消費者保護協會秘書長斯坦普利迪斯5月7日表示，目前實

施的“訂購-取貨”和“預約-到店購物”運營模式將於5月14日結束，15日

開始將全面放開零售業，消費者無需預約即可正常購物。但除超市外，希

臘民眾每天最多“3小時購物”的限制是否會同步取消還沒有定論。

根據希臘公民保護部在5月5日公布的解鎖路線圖顯示，有組織海灘

從5月8日起開放；從5月10日起，行政法院以及民事和刑事法院將重開

；從5月10日起，與輔導高考以及外語資格考試有關的補習中心將重新開

放；從5月17日起，大學中的實驗室、實習診所以及再培訓中心將重開。

另外，從5月10日起，學前班、小學、初中和高中將在開展每周兩

次自測的前提下，恢復正常上課。但接收0-4歲幼兒的托兒所則在5月17

日才能重開。

巴西金融市場上調
今年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發布的最新一期《焦點調查》報告顯示，巴西

金融市場分析師上調該國今年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報告顯示，分析師將巴西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由上周的3.14%上調至

3.21%，並將明年經濟增長預期從上周的2.31%上調至2.33%。

分析師同時將巴西今年通脹預期由上周的5.04%上調至5.06%，並維

持明年通脹預期3.61%不變。這兩個通脹數據均高於巴西政府設定的今

明兩年通脹率管控目標中值3.75%和3.5%。

至於基準利率，分析師認為，到今年底前，巴西的基準利率將從目

前3.5%提高至5.5%；到明年底前，基準利率將提高至6.25%。

至於匯率，分析師預測，到今年底前，巴西雷亞爾與美元的匯率將

為5.35比1；到明年底前，匯率將貶至5.4比1。

外貿方面，分析師預測，巴西今年外貿順差將維持上周預期的640

億美元水平。而明年外貿順差將從上周的565億美元下降到550億美元。

分析師還預測，巴西今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維持上周的550億美元

不變，明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從上周的610億美元提高到635億美元。

《焦點調查》是巴西央行發表的宏觀經濟預測報告，將當地主要金

融機構百余名分析師的意見匯總而成，每周發布一次。

加拿大疫情最重省份
暫停阿斯利康疫苗作為首劑接種

綜合報導 鑒於阿斯利康公司(Astra-

Zeneca)的新冠疫苗存在引發罕見血栓的風

險，加拿大疫情最嚴重的安大略省5月11

日宣布，立即暫停為民眾接種第一劑阿斯

利康疫苗。

安大略省表示，由於觀察到與阿斯利康

疫苗有關的“疫苗誘發血栓伴血小板減少

癥”(VITT)有所增加，暫停其作為第一劑接

種之舉乃謹慎起見。同時，官方表示，輝瑞

和莫德納疫苗的供貨正在增加。目前安大略

省庫存中還有近5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

截至5月8日，該省已接種阿斯利康

與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以及由印

度血清研究所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共逾85

萬劑。官方表示，每1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的VITT發生率從約1例上升了到近期的約

1.7例。

加拿大目前累計報告12例VITT案例，

並造成3例死亡。其中8例VITT發生在安

大略省。

安大略省衛生部門表示，來自英國的

數據顯示，第二劑阿斯利康疫苗的VITT

風險會大幅降低。當局正在審視相關數據

，以考慮該疫苗用於第二劑的選項。該省

同時籲請加拿大

國家免疫咨詢委

員會就兩針施打

不同疫苗提供相

關指導意見。

官方同時強

調，已在第一針

接種了阿斯利康

疫苗的人們，為

預防疾病、保護

家人和社區做出

了“絕對正確”

的事情。

同日，近來疫情上升的阿爾伯塔省公

布，會停止用阿斯利康疫苗作為民眾接種

的首劑疫苗，原因是該疫苗供應不足。

4月下旬，在對VITT風險感到擔憂的

輿論聲中，包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及其夫

人在內，該國多位高官、名流陸續選擇接

種了阿斯利康疫苗。

除阿斯利康疫苗外，加拿大目前還審批

通過了另外三款新冠疫苗——輝瑞、莫德納

、強生。但因發現存在疫苗質量隱患，加政

府5月初決定對剛剛接收到的首批150萬劑

強生公司新冠疫苗暫停使用。加衛生部5月

5日放寬對輝瑞疫苗的適用人群規定，允許

年滿12歲以上的人士接種該疫苗。

加拿大的累計報告病例數即將突破

130萬例。安大略省約有49.7萬例，占全

國的38.3%。

總理特魯多11日在渥太華對媒體表示

，各地應繼續施行嚴格的防疫限令，直至

75%的成年人都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目前加拿大全國約3800萬人口中，約

40.2%已至少接種一劑疫苗，已完成兩劑

接種的約為2.88%。

聯合國呼籲關註
馬達加斯加南部饑荒風險

綜合報導 世界糧食計劃署與糧農組

織兩大聯合國機構發出嚴重警告指出，

饑餓問題在馬達加斯加南部日益加劇，

越來越多的生命危在旦夕，呼籲國際社

會關註這場被忽略的人道主義危機，並

采取行動擴大糧食援助和農業生計支持

，避免出現最壞情況。

馬達加斯加南部約有114萬人面臨

高級別的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狀況，其中

近1.4萬人處於“災難性”級別的突發性

糧食不安全狀況(“災難性”級別為糧食

安全綜合分類的五個等級中的最高等級)

。這是自2016年采用糧食安全綜合分類

方法以來，人們首次發現馬達加斯加出

現該狀況。

由於幹旱、沙塵暴、動植物病蟲

害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受災最嚴重

的Amboasary Atsimo地區有多達四分之

三的人口面臨可怕的後果。全球突發

營養不良率高得驚人，已經超過了27%

，這意味著兒童將會遭受到不可逆轉的

傷害。

“情況非常糟糕，孩子們挨餓至

去世。我遇到一位母親，她 8 個月大

的孩子看上去只有 2 個月大，年長的

孩子也離世了。”世界糧食計劃署高

級運營司長 Amer Daoudi 最近視察受

災最嚴重地區之一的 Sihanamaro 時說

道。

這場四十年一遇的幹旱持續了三

年之久，導致農作物歉收，讓人們

無法獲得食物。此前，多年的森林

砍伐造成了水土流失，而氣候變化

加劇了這一問題，環境因此被破壞

。史無前例的沙塵暴使大片耕地變

成了荒地。

由於脆弱家庭的生計受到嚴重損失

，獲得糧食的機會減少，因此向農業社

區提供種子、工具和其他必要投入對於

啟動當地糧食生產、創造收入和建立復

原能力至關重要。這種對農業和農村生

計的支持可以補充應急糧食，並防止家

庭為了生存而出售如農業設備甚至炊具

等生產資料。

據悉，馬達加斯加的人道主義糧

食儲備正在減少。世界糧食計劃署正

在運送物資，但由於基礎設施和道路

網絡薄弱，通往受災最嚴重地區的道

路受到阻礙。為防控新冠疫情，通向

該島國的所有航班都已暫停，這意味

著重要的人道主義物資只能通過船只

運送。

自2020年10月以來，該國政府和世

界糧食計劃署向75萬人提供援助，但糧

食不安全危機一直在快速加劇，目前的

支持不足以抵消饑荒帶來的影響和風險

。世界糧食計劃署急需在接下來的6個

月內籌集7400萬美元以避免馬達加斯加

南部的災難。

蘇伊士運河“大堵船”後將拓寬！

計劃兩年內完成

綜合報導 埃及當局宣布，將拓

寬蘇伊士運河南段航道，以提高運河

的通行效率，該計劃預計在兩年內完

成。

據報道，當天，蘇伊士運河管理

局主席拉比耶在伊斯梅利亞省多個項

目的交付儀式上，宣布了計劃細節。

埃及總統塞西與政府高級官員也出席

了這場典禮。

拉比耶稱，該計劃主要涵蓋蘇

伊士運河蘇伊士市至大苦湖段的約

30公裏航道，將在此前基礎上加寬

40米，最大深度從約20米加深至約

22米。

3月23日，懸掛巴拿馬國旗的重

型貨輪“長賜”號在蘇伊士運河新航

道擱淺，造成航道堵塞。經過連續數

天救援後，擱淺貨輪3月29日成功起

浮脫淺，目前仍停留在蘇伊士運河的

泊位中。埃及方面和貨輪管理方正對

事故原因進行調查。

蘇伊士運河位於歐、亞、非三洲

交接地帶的要沖，連接紅海和地中海

。該運河收入是埃及國家財政收入和

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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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今天表
示，美國需要新的貿易法律工具，以遏阻中國針對主要美國高
科技產業的反競爭威脅，而不是傷害已經造成了才反應。

路透社報導，戴琪在美國眾議院歲計委員會的聽證中指出
，現行的美國貿易法律工具偏重保護美國產業和企業，這些產
業和企業早因非法價格傾銷和補貼或其他不公平競爭受到傷害
。

戴琪表示： 「我真的希望強化貿易工具，需用以因應我們
今日出現的問題。」她還說，美國許多貿易法律已是50、60年
前實施的。

戴琪指出，中國過去20年以來建立起龐大產能，本質保守
的美國貿易法律已難以避免美國鋼鐵業受傷。她還說，中國產
業計畫顯示，他們準備在其他產業方面也做一樣的事。

「我認為我們需要的工具不僅是因應我們過去經歷的傷害
，這些工具也要能預測我們所將受到同樣形式的傷害，得以讓
我們走在傷害造成之前，並讓我們盡快因應。」

戴琪昨天要求更新1962年頒布的232條款（Section 232）
國安貿易法令。美國先前是依據這項法令對鋼鋁進口課徵關稅
。

戴琪今天的言論更加闡明，她期盼有工具來因應中國大規

模補貼和國家推動的經濟體系。若法律頒布，有望為日後新關
稅奠立基礎以保護更多美國產業，或作為談判籌碼。

北京的 「中國製造2025」計畫針對10種戰略產業進行投資
，這些產業目前主要是由美國占主導地位，包括航太、半導體
和資訊科技、機器人學、綠能和電動車、農業機械、醫藥和先
進材料等。

戴琪今天重申，拜登政府對中國貿易和侵犯人權議題採取
強硬立場。她還說： 「我們歡迎公平競爭，但如果中國無法或
將不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我們必須使競爭環境公平。」

美國硬挺以色列 內部裂痕漸浮現

美國貿易代表美國貿易代表：：
需新法律工具對抗陸未來威脅需新法律工具對抗陸未來威脅

（綜合報導）數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基石性原則
是，毫不動搖地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但就在巴勒斯坦激進組
織 「哈瑪斯」與以色列部隊爆發新衝突之際，裂痕已開始出現
。一些民主黨人對以國襲擊加薩地帶的哈瑪斯表示不滿，其中
包括隸屬進步派 「四人幫」的少數族裔女眾議員在內；共和黨
人則繼續堅定支持以國這個猶太國家。

美國總統拜登12日與以總理納坦雅胡通話後表示， 「當幾
百枚火箭彈飛向你的國家時，以色列有權自衛。」拜登拒絕批
評以方的行動，但白宮表示，拜登在與納坦雅胡交談時說，他
相信，耶路撒冷城對世界各地信徒都如此重要， 「必須是和平
之地」。

美國國會的民主黨領導層繼續堅決維護以國自衛權，但領
導層以下的民主黨議員則抨擊以方的行動。據美國之音14日報

導，眾議員波肯發推文說： 「我們不能只是譴責哈瑪斯發動火
箭彈襲擊，卻忽視以色列由國家批准、針對巴勒斯坦人的警察
暴力…包括非法驅逐住戶、暴力攻擊抗議者與謀殺巴勒斯坦兒
童。美國的援助不應資助這樣的暴力。」

民主黨少數族裔女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奧瑪爾和提拉
伊布，則把矛頭對準以方侵略，而不是指責衝突雙方都有責任
。她們三人及普瑞斯利被稱為該黨進步派 「四人幫」，其中提
拉伊布是巴勒斯坦裔。

歐加修-寇蒂茲上周發推文說： 「我們與東耶路撒冷謝赫·
賈拉（Sheikh Jarrah）的巴勒斯坦居民團結站一起。以國部隊正
在齋月期間強行把家庭趕出住宅並煽動暴力。」謝赫·賈拉是
東耶路撒冷一處屯墾區，猶太屯墾民試圖驅逐這裡的阿拉伯家
庭。

然而，共和黨人卻維持對以國的堅定支持。美國近年花費
近40億美元，對以方提供軍事援助，另外提供80億美元貸款
擔保。

前總統川普在任時把美駐以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往耶城，
還促成以色列與數幾個阿拉伯國家達成相互承認的協議。川普
抨擊拜登對以巴衝突的回應，稱 「拜登的軟弱和對以色列缺乏
支持，正在導向對我們盟友的新攻擊。」

幾乎所有共和黨參議員都敦促拜登 「毫不含糊地」支持以
色列自衛權，並 「立即」結束與伊朗進行伊核計畫相關談判。
他們指控，德黑蘭 「支持」哈瑪斯針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活動
。

拜登隨即脫罩 強調偉大里程碑
美CDC決定 打完疫苗不用戴口罩

（綜合報導）美國新冠疫苗接種進展順利，美國疾病管制
暨預防中心（CDC）13日更新防疫指引，表示已完成疫苗接種
者，在室外活動以及大部分室內場所，不需要戴口罩，也不用
與其他人保持社交距離，讓接種疫苗的民眾開始恢復正常生活
。美國總統拜登隨後不戴口罩在白宮戶外發表談話，他形容
「這是1個偉大的里程碑，偉大的1天」。先前大力推動戴口

罩的拜登防疫顧問佛奇，也對此表達支持。
CDC主任瓦倫斯基女士在簡報時說， 「只要完成疫苗接種

，就可以參與室內外活動，無論規模大小，都不用戴口罩或保
持社交距離。如果完整打了疫苗，就可開始做一些因為疫情而
無法做的事。」CDC希望，這項政策變更，能鼓勵更多的美國

人施打疫苗。近期多項研究顯示，新冠疫苗對於預防輕重症、
住院或死亡的效力逾90％。

但CDC表示，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在醫院、長照中心、監
獄、遊民收容所、搭乘飛機、火車等大眾運輸工具，以及在機
場、火車站等交通樞紐，仍須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另外，CDC也提醒已完成接種者，必須繼續遵守地方政府的
相關防疫法令，並遵守商家或職場的相關規定。

拜登政府的防疫顧問佛奇表示，放寬戴口罩的限制，是朝
正確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

在此之前，戴不戴口罩在全美引發爭論，甚至演變為政治
議題。也有人批評CDC過度謹慎，未能適時更新防疫指引。

部分衛生專家也擔心，CDC太過謹慎會影響民眾接種疫苗的意
願，因為看不到施打疫苗帶來的好處。如今允許已完成接種者
不戴口罩，可望鼓勵更多人接種。CDC更新防疫指引，正象徵
美國的疫情來到分水嶺。

美國過去1周平均每日新增3萬8000例確診，較前1周大
幅減少21％，顯示疫情已大幅趨緩。美國的染疫死亡案例，也
已下降至每日平均約600例，遠低於今年1月疫情高峰時的平
均3400多例。

根據CDC數據，美國近45％的成年人已完成接種疫苗，
近59％的成年人已至少接種1劑疫苗。專家認為確診、住院及
死亡率等數字大幅下降，與疫苗施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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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上電視猛刷存在感
為菅義偉連任日本首相奔走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自民黨)著

眼眾院選舉和黨總裁選舉，正在

逐漸增強存在感。

據報道，安倍晉三早早就表

態支持首相菅義偉連任，為形成

黨內輿論而奔走。不僅多次與政

權中樞會面，還指點年輕政治家

的選舉活動並予以激勵。鑒於

“賞櫻會”問題，曾一度減少公

開發言，但有看法認為，其已瞄

準眾院選舉後擴大影響力而再次

開始行動。

因宿疾惡化於去年9月辭去首

相職務的安倍在5月3日首次直播

參加了電視節目。他加強語氣稱

：“菅義偉當然應該繼續擔任首

相。”上次總裁選舉中將菅義偉

推向勝利的正是安倍。中堅議員

分析稱：“這是在為下屆總裁選

舉減少競爭候選人。”一名前閣

僚強調：“(安倍)判斷認為支持菅

義偉是最好的。”

圍繞與賞櫻會有關的安倍後

援會主辦的晚餐會，東京地方檢

察廳去年12月對秘書實施簡易起

訴。安倍當時被迫更正了否定填

補費用的國會答辯。飽受在野黨

“憲政史上汙點”的批評，他曾

一度淡出公眾視線，但最近又開

始積極活動。

安倍作為據點的眾院第一議

員會館的事務所內，頻繁有政權

幹部現身。首次訪美前夕的菅義

偉曾於3月29日向其聽取建議，自

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森山裕和選

舉對策委員長山口泰明也時而造

訪。

4月8日就任保守派團體“傳

統和創造之會”的顧問，20日被

宣布擔任該黨憲法修改推進總部

最高顧問。22日舉行的有誌之士

團體“保守團結之會”會議上，

安倍激勵稱：“希望時常思考什

麼令日本之所以為日本。”

針對新冠疫情下難以鞏固地

盤的狀況，安倍顯露擴大支持的

對策稱：“即便只是一通電話留

言，印象也會不同。”向周圍展

現眾院選舉中在臺後聲援年輕政

治家的意向。預測其將在眾院選

舉後回歸派系的細田派幹部稱：

“一系列行動的背後，是希望為

黨做貢獻以促進未來政治活動的

想法。”

分析稱，也留有不安因素。

有關賞櫻會問題，檢察審查會的

審查仍在繼續。圍繞其夫人昭惠

一度擔任名譽校長的森友學園問

題的大阪地方法院訴訟中，記錄

國有土地出售文件篡改過程的文

件將於6月提交，疑雲也可能卷土

重來。

日本民眾集會籲取消奧運：
和奧運相比，更應守護生命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9

日，日本一部分市民團體在東京奧運

會主場館——國立競技場舉行集會，

呼籲取消東京奧運會。

據報道，目前，東京奧運會的田

徑測試賽正在國立競技場舉辦。9日

當天，示威者們在新宿區的“日本奧

林匹克博物館”前聚集，於當地時間

下午6時許開始在競技場附近遊行。

報道稱，約有100人參加了當天

的集會。他們舉著寫有“和奧運相

比，更應守護生命”、“停止聖火傳

遞”等的旗幟和標語牌，向沿路行人

等發出呼籲。

示威者還稱，因新冠疫情蔓延導

致醫療供應體制告急，強調“醫生和

護士都到了極限”。

目前，距離東京奧運會開幕只剩

兩個多月，但日本的疫情仍在持續蔓

延，東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庫

縣的緊急狀態已被延長至5月31日，

此外，5月12日起，愛知縣和福岡縣

也將進入緊急狀態。

受新冠疫情影響，原定於2020

年舉辦的東京奧運會與殘奧會，分別

延後到2021年7月23日及8月24日開

幕。

馬來西亞將重啟全國性行動管制令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發表聲明宣

布，因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居高不下，將從本月

12日到6月7日在馬全國重啟行動管制令，以應

對“比之前更危險”的此波新冠肺炎疫情。

穆希丁同時宣布，此前已發布的全國禁止

跨州跨縣、禁止一切群聚性社交活動、禁止大

部分運動休閑活動、關閉全國教育機構等舉措

自5月10日已告生效；其余管制措施如限制每

輛車乘車人數、要求企業安排員工居家辦公、

全國禁止堂食等則於12日正式生效。

總理還表示，馬來西亞國家安全理事會將

於近期公布行動管制令運作的標準作業流程。

近一個月以來，隨著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增加，馬來西亞

政府不斷加碼疫情管制措施，

並對多個疫情較嚴重區域實施

行動管制令，但至今每日新增

確診病例未出現明顯回落。截

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已超過44.4萬例，

累計死亡病例達1700例，目前

尚存活躍病例約3.74萬例。

據馬衛生部長阿紮姆10日

介紹，該國確診病例中出現癥

狀者比例從3月份的21%增加到4月的50%；

從 5月 2日到 5月 8日的一周中，日均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達19人，較前一周同比增長逾四

成。

馬衛生部總監努爾· 希沙姆近日已數次警告

稱，該國多家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醫院已出現重

癥監護病房床位緊張狀況。就在5月10日，馬

全國重癥監護病房收治的新冠患者達434例，

創下疫情以來最高紀錄。

“唯有通過更嚴格的行動管制，讓民眾留

在家裏，方能打斷疫情傳播鏈條。”穆希丁在

其聲明中強調。

中
國
脫
貧
成
就
展

在
韓
國
全
羅
北
道
開
幕

綜合報導 中國駐光州總領事館在韓國全羅北

道藝術會館舉行“追尋美好生活”中國脫貧成就展

開幕式。中國駐光州總領事張承剛、全羅北道政務

副知事禹範基、全州副市長崔明圭等全北地區政府

機構和文化界、教育界、新聞媒體、友好團體代表

以及華僑華人、留學生代表等參加。

張承剛在致辭中表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

努力，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創造了人

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張承剛向關心和幫助中國減貧

事業的韓國政府和各界友好人士表示感謝，希望來

賓通過圖片展更客觀深入地了解中國，助力雙方各

領域交流合作。

禹範基表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

實現跨越式發展，2010年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在此基礎上，中國在過去8年間，實現近1

億人口脫貧，徹底消除絕對貧困。這是中國政府和全體國民共

同努力的結果，我們對此表示衷心祝賀。希望全北道民通過此

次成就展更加深入了解中國，為兩國交流註入新的活力。

崔明圭表示，在全球貧困問題面臨諸多挑戰情況下，中國

政府憑借強大執行力，取得了脫貧攻堅戰勝利。特別是中國農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對世界反貧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希望

中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經驗借鑒，發揮積極作用。

與會嘉賓一同觀看了中國脫貧成就微紀錄片《戰貧之路》，並在

張承剛的介紹下參觀圖片展，通過60余張照片了解中國通過教育、文

化、旅遊、電子商務、易地搬遷等途徑開展“精準扶貧”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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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測試 涵科興復必泰 涉青老健患

3名測者資料及結果
比較項目

年齡

疫苗

身體狀況

第一針日期

第一針副作
用

第二針日期

第二針副作
用

測試結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女記者

32歲

復必泰

健 康 ， 有 出 風
癩、皮膚過敏病
歷

2021年3月22日

打 針 的 手 臂 痠
痛，維持約24小
時

2021年4月12日

針口位微痛，沒
有其他副作用

超過60%抑制，
有高程度的中和
抗體

關先生

39歲

科興

健康，但對盤尼
西林過敏，有輕
微濕疹

2021年3月13日

感到疲倦，當晚
睡了11小時

2021年4月10日

沒有疲倦感覺，
針口位微痛，維
持約三四小時

超過 60%抑制，
有高程度的中和
抗體

盧先生

64歲

科興

有糖尿和高膽固
醇，在服藥下病
情可控

2021年3月3日

沒有感覺

2021 年 3 月 31
日

連續兩三天到晚
上 10 時左右就
會懨懨欲睡

超過60%抑制，
有高程度的中和
抗體

實測疫苗接種者 抗體水平都極高

香 港 新 聞 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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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能打新
冠疫苗是一種特權；有些
地方，要打新冠疫苗是一
種歧視。有些地方，新冠
疫苗被視為救星；有些地

方，新冠疫苗被抹黑為奪命一針。我的
感受是：科學教育應該更普及，尤其是
以事實為本的邏輯思辨能力。”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社交網站上看到有位科學家
這樣說，不難感受到他對現況的無奈，
這也是香港文匯報本次報道的觸發點，
希望以自己和他人的親身經歷，說明接
種疫苗並不可怕，也讓科學說話，證明
接種疫苗真的有用。看一看實況、看一
看數據，不用一直“估估下”。

香港人總有幾個皮膚過敏、濕疹問

題的朋友在身邊，年長了又有糖尿和膽
固醇問題，我們3個就是例子，都是普
通人，都有亞健康，但跨過心理關口，
有我們和全球數以十億計的人士為大家
身先士卒。

兩針副作用因人而異
接種兩劑疫苗，我和關先生反應相

若，第一針有輕微副作用，第二針基本
無感，上班連假也毋須請。盧先生則相
反，第一針無感，反而第二針到晚上較
疲倦，不便他深夜“睇波”，但當日下
午他已如常行山。

我和關先生都自認即使染疫也“死
唔去”，打針是盡公民責任，也保護自
己和身邊的人，只希望與親友的相聚，

不會成為他日遺憾內疚的原因。盧先生
比我們的想法更宏觀，記者問他身上有
長期病不怕嗎？他說︰“現在的人就是
沒有犧牲精神。”

當然，事實證明我們無人需要犧
牲。盧先生是去私家診所接種科興疫
苗，事前醫生為他驗血糖、量血壓，與
他情況相若的人也可以參考。

早幾日與馬來西亞的朋友聊天，
她說當地又封城了，大家有錢都打不
了針。聽到我們這些香港友人的情
況，她說：“你們有針無人打，真的
感到不可思議！”再聽着一些港人說
疫苗副作用“嚴重”的問題，她只能
看着資源充足得不知匱乏為何物的港
人而沉默。 ●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讓事實說話打針不可怕

抗
體
檢
測
費
數
百
至
千
元

參與實測的女記者與市民關先生和盧
先生，各自於3月底及4月中完成

兩劑疫苗接種。記者和關先生均為30餘
歲，身體健康，只有皮膚過敏和輕微濕
疹的病歷，分別接種復必泰與科興；接
種科興疫苗的64歲盧先生，有糖尿病和
高膽固醇的問題，膽固醇指數一度高達8
至9（理想水平是低於5.2），但在服藥
及運動後病情已受控，目前維持理想水
平（3人資料見表）。

要知道疫苗有無效，進行新冠病毒
中和抗體測試是有效方法。記者與關先
生、盧先生上周六到醫療機構抽血進行已
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認
證的測試，結果都錄得超過60%抑制。

根據化驗報告註釋，血液測試中和
抗體水平少於30%抑制，代表未檢測出
中和抗體，30%至45%為低水平，46%
至60%為中度水平，但今次實測的三人
無論是青壯年或上年紀、有無長期病
患、注射哪一款疫苗，都能產生最高水
平的“多於60%抑制”。

崔俊明：長者較難製造抗體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一般完成接
種兩劑疫苗後的14天，身體就會產生中
和蛋白，但抗體水平則因人而異，就算
同一年齡組別，也因身體狀況不同令抗
體水平有別，今次檢測結果顯示三名檢
測者均能產生較高的抗體，對新冠病毒
具一定保護作用。

他指出，若身體狀況較差，或服用
一些抑制身體免疫系統藥物及治療癌症藥
物，製造中和抗體的水平有機會較低，而
參與實測的盧先生雖然年屆64歲並有糖

尿和高膽固醇，但病情受控，接種疫苗後
也能產生不遜於壯年人的抗體水平，“所
以點解要鼓勵一些慢性病患者，如果本身
的病情穩定，也應該接種。”

復必泰疫苗的保護率雖較科興為
高，但崔俊明認為，根據今次實測結
果，顯示接種哪款疫苗也能產生保護作
用，長者更應注射，“年長人士雖然製
造抗體能力較弱，但亦應要鼓勵他們接
種，因為可以產生一定數量的抗體，好
過唔打抗體水平就係零。”

許樹昌：40%以上屬較理想
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完成接種疫苗後產生抗體是預

期之內，醫學界普遍認為抗體達40%以
上屬較理想的水平，長期病患者若病情
穩定更應接種疫苗，並作為優先接種疫
苗的群組，“如果年過六十，再加上有
長期病患，若感染新冠肺炎，出現併發
症及死亡風險較高。”

正進行新冠病毒抗體研究的許樹昌
指出，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後毋須每年補
針，但須視乎中和抗體維持的時間，以
及有否新型變種病毒令之前的疫苗失
效，以決定是否打加強劑。

有研究人員持續9個月跟進接種
者，發現他們保持有抗體。許樹昌在中
大的研究已招募了250名已接種復必泰
和250名接種科興疫苗的巿民，將跟進3
年，以研究他們體內抗體能維持多久。

新冠肺炎疫苗在全球已接種了逾10億劑，但部分香港巿民對疫苗效用仍持觀望態度。為揭開疫苗

效用之謎，香港文匯報記者及兩名同樣已接種兩劑疫苗約一個月的市民，於日前進行新冠病毒中和抗

體測試，發現無論是接種科興還是復必泰、是30歲還是花甲之齡、是健康還是有糖尿病及高膽固醇等

疾病，3人的抗體水平都達到測試中

的最高水平，顯示疫苗的保護力相

若。有專家指出，參與今次實測的長

期病患長者接種科興疫苗後，抗體水

平不亞於壯年人，不單證明兩款疫苗

有效，更證明病情穩定者應當接種疫

苗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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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使用的復必泰和科興兩款疫苗的香港使用的復必泰和科興兩款疫苗的
中和抗體水平都很理想中和抗體水平都很理想。。圖為一名海關圖為一名海關
人員人員（（左左））接種疫苗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盧先生打完第二盧先生打完第二
針當日下午如常行針當日下午如常行
山山，，還自拍記下左還自拍記下左
上臂的針口膠布上臂的針口膠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抗體是反映疫苗保
護力的重要指標，隨着香港落實“疫苗氣泡”，抗
體檢測漸受關注。目前已接種疫苗的市民倘成為確
診者的密切接觸者，除了要出示針卡，還要證明已
有抗體才能縮短檢疫期。坊間的抗體檢測收費介乎
數百至上千港元，承辦商不算太多，香港醫院藥劑
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認為，暫時毋須所有疫苗接種者
進行抗體檢測，以免相關服務供不應求；不過他認
為，對抵港人士有必要測試抗體，以減低病毒流入
社區的可能。

根據香港最新的入境規定，5月12日起抵港者
按其出發地區的疫情風險評級，接受不同日數的檢
疫期，但若打齊兩劑新冠疫苗，檢疫期可縮短7
天。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曾建議同時
附帶抗體檢測的條件，但特區政府以抗體檢測需
時，擔心抵港者要長時間在機場等候檢測結果，最
終未有接納該建議。

專家倡高風險來客驗抗體
崔俊明日前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印度及菲律賓

等疫情嚴重，有必要要求來自高風險區域的入境
者，在入住指定檢疫酒店隔離期間，除進行多次病
毒檢測外，也可抽血檢測抗體，倘有抗體並完成檢
疫期，便可放心讓他們離開酒店，減低病毒流入社
區的可能。

檢測承辦商相達生物科技董事長招彥燾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認同這做法。他指出，內地也要
求入境人士同時有病毒和抗體的檢測結果，香港也
可效法，並建議在機場為抵港者進行抗體快速測
試，只要“篤手指”驗血即可，“（抗體快速測
試）只要10至20分鐘便有結果；如果呈陰性先抽
血清再做詳細抗體檢測，確定是否真的已有抗
體。”

他續說，即使日後抵港旅客增多，香港檢測承
辦商也有足夠能力提供有關服務，“之前多達37萬
外傭要強檢，承辦商也可以做到。”

盧先生的檢測結果

中和抗體高（>60%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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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大事記
2002年

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

2003年

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應急供水工程
動工，標誌着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
程正式啟動

2005年

南水北調中線標誌性工程──中線
水源地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工程正
式動工，標誌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2010年

丹江口大壩54個壩段全部加高到
頂，標誌着中線源頭──丹江口大
壩加高工程取得重大階段性勝利

2012年

南水北調中線丹江口庫區移民搬遷
全面完成

2013年

南水北調東線一期工程通過全線通
水驗收，工程具備通水條件

南水北調中線丹江口庫區移民安置
正式通過蓄水前最終驗收，標誌着
庫區蓄水前的各項移民相關任務全
面完成

丹江口大壩加高工程通過蓄水驗
收，正式具備蓄水條件

東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運行，12月
10日順利結束通水

中線幹線主體工程基本完工

2014年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黃河以北段
總幹渠開始充水試驗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黃河以南段
總幹渠開始充水試驗

全長1,432公里、歷時11年建設的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資料來源：映像網

習近平河南考察南水北調工程
聽取中線工程建設管理運行介紹 了解移民安置增收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央視

網及映像網報道，13日下午，正在河南

省考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來到淅川

縣，先後考察了陶岔渠首樞紐工程、丹江

口水庫和九重鎮鄒莊村，聽取南水北調中

線工程建設管理運行和水源地生態保護等

情況介紹，了解南水北調移民安置、發展

特色產業、促進移民增收等情況。途中，

習近平還臨時下車，走進麥田察看小麥長

勢，了解夏糧生產情況。

丹江匯入漢江之處，是為丹江口。這裏是南水
北調中線調水基地，被譽為京津的“水

缸”。從丹江口水庫出發，沿着蛇形般的水渠一
路前行，越過一個小山樑，一座百米高的渠首大
壩出現在眼前，甚是壯觀。

如果說千里長渠是南水北上的“管道”，那
麼南陽淅川的陶岔渠首就是接通水源與水管的“水
龍頭”。

直接受益人口超7900萬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橫跨線路達1,432公

里，地跨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個省、直轄
市。截至2021年5月11日，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
程累計調水入渠量379.46億立方米，受水區24座
大中城市、127個縣區用上南水北調水，直接受益
人口超過7,900萬人，其中北京市1,300萬人，天
津市1,200萬人，河北省3,000萬人，河南省2,400
萬人。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以來，供水量持續增
長，水質穩定達標，已經成為沿線城市供水的生命
線，給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基礎保障。

當前，“南水”佔北京日供水總量的75%；
河南受水區南陽、平頂山、周口等11個省轄市的
34個市縣的83座水廠供水，多個城市主城區100%
使用南水；河北邯鄲、石家莊、滄州等10個省轄
市（縣、區）已全部切換為引江水，城鄉受益人口
3,500多萬人。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建成通水，有效地增加了
華北地區可利用的水資源，河湖、濕地的面積顯著
擴大，有效遏制了地下水水位下降和水生態環境惡
化的趨勢。截至目前，已累計補水超過53億立方
米。

“吃魚是對家鄉的牽掛”
“南水北調，是百年一遇的大工程啊，我們淅

川是渠首，響應國家號召，搬遷到這兒了。”今年
已經57歲的老賈10年前從南陽淅川縣上集鎮鍾觀社
區來到新鄭，他清楚地記得搬家的那天是10月26
日。跟他一起搬來的，還有全村86戶383人。

375公里，這是老賈新家到老家的距離，走高
速需要3個至4個小時，除了這些每天都能看到的
丹江野生魚，老家還有父親和兄弟，那都是他的牽
掛。

丹江口水庫，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源頭和
主要水源區，也是南陽淅川縣漁業的主要產區和河
南省無公害水產品生產基地。水庫形成了700平方
公里的水域和眾多的庫汊，為發展淡水魚類養殖提
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老賈在丹江口水庫邊長大，從小就養成了在

江邊買魚的習慣，“水庫的魚好吃啊，魚大刺少，
又沒有土腥味，吃起來有勁道。在老家，魚是餐桌
上的必備，現在雖然搬遷到移民新村，但大家吃丹
江野生魚的習慣卻一直保持着，這也是我們對家鄉
的念想、牽掛。”

遠離故土，移民到新鄭，老賈得為全家人的
生計重新打算，家庭會議上，學廚師的大兒子提
議，開個農家樂，專門做淅川的野生魚。
做生意，一家人分工很明確，老賈負責收魚、殺

魚、當老闆，大兒子當主廚，小兒子幫廚，老婆和
兒媳婦打下手。

遷居後辦農家樂收旺場
因為野生魚口感好，即便遠離鄭州市區、不打廣

告，僅憑着口口相傳，老賈家的生意也異常火爆，
座無虛席。每天一到飯點，來自鄭州市區、新鄭市
和鄭州航空港區的食客們便紛紛前來嚐鮮。

據報道，河南省南水北調丹江口庫區移民16.6
萬人，全部來自南陽市淅川縣，安置區涉及6個省
轄市28個縣（市、區），其中南陽市安置區涉及鄧
州市、淅川縣、唐河縣、社旗縣、新野縣、宛城
區、臥龍區，安置移民10.1萬人。

醫聖祠前觀古今“把脈”中醫藥發展��

●習近平12日在醫聖祠了解“醫聖”張仲景
生平及其對中醫藥發展作出的貢獻。 新華社

●●習近平聽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習近平聽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建設管理運行和水源地生態保護建設管理運行和水源地生態保護
等情況介紹等情況介紹。。 新華社新華社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12日在河南省南陽市考察調研，“中
醫藥”成為他此行考察中的首個關鍵詞。

當日下午，習近平首先來到醫聖祠，了解“醫
聖”張仲景生平及其對中醫藥發展作出的貢獻。
“過去，中華民族幾千年都是靠中醫藥治病救
人。”習近平在此行中如是說。東漢末年瘟疫流
行，正是南陽人張仲景有感於百姓疾苦，潛心研究
古籍，尋找治療傷寒的藥方，著成臨床治療學典籍
《傷寒雜病論》。

時至今日，《傷寒雜病論》所記載的小柴胡湯等
藥方仍用於治療風寒感冒，該書仍是中醫院校主要基

礎課程之一。始建於明代嘉靖年間的醫聖祠，就藏有
《傷寒雜病論》白雲閣藏本，這也是該書目前發現最
完整、最準確的版本。

河南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司富春注意到，習近平曾
強調“中醫藥學包含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
念及其實踐經驗”。司富春表示，中醫藥學凝聚中華
民族深邃的哲學智慧、獨特的醫學理念和技術體系，
綜合醫學理論、保健知識、防治方藥、養生保健方
法，對當今醫學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着眼於當下，習近平此行明確指出，特別是經過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傳染病之後，我們對
中醫藥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13日在北京正式掛牌。該局是
隸屬國家衞健委管理的副部級機構，將負責制訂傳
染病防控及公共衞生監督的政策，指導疾病預防控
制體系建設，規劃指導疫情監測預警體系建設，指
導疾控科研體系建設，公共衞生監督管理、傳染病
防治監督等。專家認為，此次設立國家級疾控局，
是新冠疫情後中國公共衞生改革的重要舉措，意味
着今後中國將強化疾控單位的行政權力，全面提升
疾病防控水平和救治能力。

國家疾控局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知春路14號。此

前，國務院任命王賀勝為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
常繼樂、沈洪兵、孫陽為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
長。王賀勝是國家衞健委副主任，疫情發生後，他臨
危受命擔任湖北省委常委，並曾兼任湖北衞健委主任
等職。常繼樂為國家衞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也
是疫情時中央赴湖北指導組成員。沈洪兵為中國工程
院院士、流行病學家，他還是南京醫科大學校長、黨
委副書記。孫陽曾任國家衞健委衞生應急辦（突發公
共衞生事件指揮中心）主任等職。

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中國公共衞生體系發
揮出巨大作用，但仍暴露出很多問題。去年9月，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衞
生體系，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一文，強
調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立穩定的公共
衞生事業投入機制，改善疾病預防控制基礎條件，
完善公共衞生服務項目，優化完善疾病預防控制機
構職能設置，加強國家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能力建
設等。

整合分散資源 減少協調消耗
此次國家疾控局的成立掛牌，被認為是深化公

共衞生領域改革、完善疾控體系的關鍵舉措。四川

大學華西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欒榮生認為，此前國家
衞健委疾控局為司局級，而國家疾控局為副部級，
國家疾控局的職能更加獨立、權限更大，會整合內
部分散在其他處室的相應資源，遇到重大疫情和突
發公共衞生事件，反應可以更加迅速高效，減少內
部協調的消耗。

疾控地位得提升 利健康中國戰略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虎峰認為，

中國疾控體系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醫改的重
要內容，國家疾控局的成立，是疾控體系改革的重
要部分、關鍵構成，意味着疾病預防控制提升到更
重要的地位，也有利於將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成功
經驗上升到制度層面，對推進健康中國戰略實施具
有重要、深遠的意義。

擴權限加快應對 國家疾控局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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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業者走出疫情困境餐館業者走出疫情困境，，擴展流量渠道擴展流量渠道，，打晌知名度打晌知名度
AIYA POSAIYA POS 點餐系統全新上線點餐系統全新上線，，前前200200個訂單無期限免費個訂單無期限免費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場棉亙一年多
的新冠疫情，打亂了大家生活的步調。尤
其疫情居高不下的美國，更面臨百業蕭條
，倒弊失業的惡潮，連與大家每日食衣住
行最密切的餐館、百貨業，也受害嚴峻，
倒閉、關門者彼彼皆是。常言道：這是個
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的時代，機會永
遠是留給一群永不向現實低頭，從困境中
開創新境的人。

AIYA Order 是一款集高效與智能為
一體的免費在綫點餐系統，操作便捷，步
驟簡單，除了語音通知功能外，還擁有中
英文雙語系統，並且不用下載軟件，顧客
只要掃碼就能瀏覽菜單，輕鬆點餐；不僅
可以節省點餐時間，降低人工成本，而且
全程無接觸，疫情期間全方位保證商家和

顧客的安全。
這種將餐館綫下訂單直接搬到綫上，

告別傳統的電話訂單，手忙腳亂的記錄手
抄訂單，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商家可在
後台隨時檢查日營業額情況，無需設備，
日常只要使用手機、電腦、Ipad等瀏覽器
即可登錄後台管理訂單。操作便捷、步驟
少，並且不用下載軟件，手機就是點餐機
。消費者在家輕鬆點餐，增強消費者體驗
感，提高消費者滿意度。同時餐廳需付出
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只需要使用 AIYA
Order 的錢上點餐系統，即可節省至少
30%以上的人工成本和提升50%左右的效
率，同時也節省餐廳材料成本，如菜單製
作費等。
這種免費的線上點餐系統，精美又方便操
作的設計，讓您不用花大錢也可以輕鬆擁
有自己的點餐平台。忙不過來沒有人員送
餐? AIYA 還可為您連綫配送員，隨時取
餐外送，時刻方便五英里使命必達。其特
殊的功能特色還包括：
節省人工成本：

AIYA Order 將綫下訂單直接搬到綫
上，告別傳統的電話訂單，手忙腳亂的記
錄手抄訂單，為餐廳節省了大量的人力成
本。

一鍵掃碼下單：
消費者只需打開訂餐網站，選擇取餐時間
，開始點餐，加入購物車，結算付款，即
可成功下單，界面簡單明瞭，訂餐一步到
位。

智能後㕑管理：
商家收到訂單後，查看訂單,把訂單信

息傳到後㕑，開始備餐。餐品完成，等待
客戶取餐。安全便捷，全程無接觸 !
多種配送方式：

除了到店取餐外，還有貼心的外賣配
送服務，商家還可根據餐廳自身的需求選
擇自行配送或是第三方配送。

擴展流量渠道：
專業的推廣團隊幫助解決 Instagram

、 yelp 、 Facebook 、 Twitter 、 Google
、 微信朋友圈等平台的推廣，開拓新市場
，守住回頭客，打響餐廳知名度。

專屬客服：
專業的策略分析團隊和24小時在綫

專屬客服，貼心的為您解決各種疑難問題
。

超值午餐：
餐館在節省平台成本和人工成本的同

時，還可以在網上推出超值午餐優惠活動
，吸引更多的食客，擴大銷售；管理老客
戶，增加回頭客。” 開源 “ 和 “節流
”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後台管理：
精準的數據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杜絕

了服務人員利用現金收銀結帳之便，從中

竊取差額的可能性。
語音彈窗提醒：
顧客付款成功，同時廚房即可收到訂

單，廚房即時開始烹飪。
精準的數據分析：
數據備份，系統安全，管理清晰，一

鍵查看；多種語言，隨意切換；功能齊全
，操作簡便。

優惠券：
優惠券是最常見的促銷方式，AIAY

Order 為商家提供了優惠券營銷功能，通
過優惠券激活老顧客，帶來更多的新顧客
，優惠券是免費使用，可以自由的設置優
惠額度和使用時段，方便顧客點餐消費，
不需要提前支付任何金額。

提高服務增強品牌形象：
AIYA Order 自助點餐體系既能做到

零錯單、零漏單等現象，又能縮短顧客等
候的時間，使用服務系統，享用全程智能
化的完美體驗。

提高效率、增加營業額：
AIYA Order 自助點餐能夠吸引顧客

更好的體驗，提高客流量和人氣。顧客自
助點餐、廚房適時顯現點餐狀況，可大大

縮短點餐時間和上菜時間，全面提高效率
!

AIYA Order 最適合什麼餐飲模式呢 ?
AIYA Order 自助服務系統最適合快

餐服務業。快餐服務業以方便、快速吸引
消費者，自助系統一方面減少了消費者排
隊等候的時間；另一方面，由於快餐業第
一綫的服務人員是影響服務質量的關鍵因
素，自助服務系統能以較少的人力提供上
乘的服務，很快地解決了人力資源的配置
問題。AIYA Order的創舉 ，是幫助餐館
告別傳統的經營方式，向數字化、智能化
時代升級，運用科技手段提高效率、降低
浪費、擴大銷售，解決餐館的管理與服務
難題。

心動不如行動 ! AIYA POS 點餐系統
，全新上線！！優惠前200個訂單無期限
免費。凡4月30日前，他們將免費提供價
值$2500元的AIYA POS E800一體機和
一台厨房打印本心，並且還贈送每個商家
免費域名和免費大禮包。請今天就致電
AIYA Order ：888-999-4002， 或上網
：www.Aiyaorder.us 了解詳情 。

疫苗接種信息疫苗接種信息 觀音堂弘揚佛法大愛，傳播人間真情！
（本報訊）各位佛友吉祥安康！

德州休士頓觀音堂繼續傳播正能量，

我們將於5月15日(週六)早上10:30-12:

00中午在觀音堂停車場舉行露天全免

費活動，其中包括派發口罩，素食飯

盒，吉祥米，供果等吉祥禮品，數量

有限，每人一份，發完即止。歡迎大

家前來結緣。詳情請添加下方二維碼

諮詢或聯繫 832.736.1897。感恩您對休

士頓觀音堂的關注與支持！

地 址: 613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慈濟的斜對面）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華人之光」在斯
坦福市擔任市議員任期內被任命斯坦福市副市
長的譚秋晴女士，在五月初又高票當選該市第
二任市議員，並於本週三（5 月 12 日）在斯坦
福市市長Cecil Willis 的監誓下宣誓就職。就職
典禮莊嚴隆重，除了安排譚秋晴女士的夫婿陳
適中博士的即席講話，及多位議員的視訊祝賀
。其中，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譚女士的高瞻遠
矚及超前佈署能力的公開演講。

譚秋晴在宣誓就職儀式上發表演講表示：
我想藉此機會向市議會及市政府所有人表示衷
心的感謝，再次選舉我代表您參加市議會。我
要感謝我的先生陳適中、我的團隊以及所有支
持我的努力的人，那些投票支持我的人，謝謝
！我期待與您合作，我們將共同努力。對於那
些沒有賜票的人，我們向您保證，我將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以確保聽到您的擔憂，
並確保您在本委員會中有發言權。我的競選活
動建立在包容、自由、誠實和努力的基礎上。
我相信通過這些，我們可以成就偉大的事情，
並繼續在過去兩年中所做的偉大工作的基礎上
繼續前進。最近兩年是一段相當長的旅程。有
好有壞，但我最佩服的是這座城市市民的韌性
。我被人民選為大家的服務者，我很榮幸並以
為您服務為榮。我想到我們第32任總統富蘭克
林·德拉諾·羅斯福大膽的說的話”對我們進步
的考驗，不是我們是否要為富裕人士增加更多
的財富；而是我們是否應為富裕人士提供的財

富太少。”今晚第二次宣誓就職時，，我想開
始倡導在競選過程中我們為之奮鬥的政策，以
使斯坦福市重回正軌。首先，我們將爭取保持
零財產稅。相反，我們將專注於削減浪費的支
出，並削減和收緊預算，以確保所有支出都以
有意義的方式直接造福於我們市民。我將親自
確保市長的預算在威利斯市長簽署之前保持平
衡，以確保我們不會浪費納稅人的錢。我們花
費的每一分錢都將用於發展當地經濟，COV-
ID-19 救濟，基礎設施項目和教育。

其次，我們仍處於疫情大流行狀態。隨著
新的COVID-19 變種開始出現，確保每位斯坦
福市民都接種疫苗極為重要。我保證與哈里斯
和福遍縣的官員一起開展疫苗推廣過程，以確
保每個公民都能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我們能
作的唯一方法是盡可能給更多的人接種疫苗以
達到全民免疫。有關獲得疫苗和檢測中心的所
有信息將發佈在本市的網站上。斯坦福市全市
有蓬勃發展的企業，我們需要給自己接種疫苗
，以便我們能以安全有保障的方式進行開放，
使這些企業得以繁榮發展。

第三，我將在我的第二任任期中，幫助發
展斯坦福本地業務將是重中之重。我將與小企
業管理局以及其他組織合作，以鼓勵斯坦福的
企業主發展壯大。由於疫情大流行，許多企業
遭受了沈重打擊，許多企業被迫關閉。作為我
自己的小企業主，很同情許多人不得不關閉自
己的夢想而感到的痛苦。但是不在這個城市。

在這個城市，我們鼓勵企業家文化，並將
繼續為刺激當地經濟而奮鬥。這就是為什
麼在當前困難時期我們必須幫助企業主的
原因。作為斯坦福的公民，我們有責任幫
助發展和維持我們城市的經濟。我們可以
通過在當地購物，從斯坦福餐廳訂餐及將
辛苦賺來的錢捐給斯坦福的企業來實現此
一目標。如果斯坦福的業務做得更好，這
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將蓬勃發展，斯坦福將
在這裡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 在接下來的
幾個月中，我計劃在斯坦福本地發起” 本
地購物” 活動，以促進我們的健康增長。
我相信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對孩子的
投資至關重要。公立學校是教育的支柱，我本
人撫養了兩個孩子，他們上了公立學校，後來
成為為社區服務的傑出醫生。這就是為什麼我
將與我們出色的 SMSD 學校董事會受託人以及
總監 Bostic 博士一起繼續支持和推廣 SMS 學校
的原因，以不斷提高我們的教育水平，並確保
Stafford 的學區能夠與最好的學校競爭，我們的
孩子是一群最聰明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我們
為他們提供所需的資源並幫助他們激發成功。

我不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歸根結底，我
只是一個移民，一個有夢想的女人。做對我的
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們最有益的夢想。由單身母
親撫養長大的我，獲得獎學金來到美國，在機
會之地攻讀碩士學位。譚秋晴，尋找她的仙境
，而斯坦福就是那個仙境。這是實現夢想的城

市。在這個城市，來自不同背景和各行各業的
人們聚在一起，實現共同的美好明天的夢想。
在這個城市，人們聚在一起支持孩子們，給他
們提供他們負擔不起的機會。無論您來自那裡
，看上去如何都沒關係。重要的是您想參與實
現共同的夢想，共創美好的明天。您通過給我
一個為您服務的機會來幫助我實現我自己的夢
想，我向您保證，我將繼續盡我最大的努力來
幫助您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 要 感 謝 我 的 其 他 理 事 會 成 員 ： Jen
Mathew,Virginia Rosas, Don Jones, Xavier Herrera
及Wen Guerra。當然還有我們心愛的市長Cecil
Willis ! 我期待與您們一起服務,我們將確保斯坦
福市在未來的幾年中仍然是充滿機遇的土地，
斯坦福團隊會更加強大。謝謝 ！

譚秋晴本月12日在斯坦福市政廳宣誓就職
並公開演講宣佈她在第二任期的偉大計劃

（本報訊）哈里斯郡公
共健康衛生署將聯合休斯頓中國
人活動中心於 5 月 22 日為廣大民
眾免費接種新冠疫苗。

莫德納第一劑疫苗，第二劑
疫苗的時間會相繼通知。 )

任何 18 以上的居民都可以註
冊，不限郡縣。

接種疫苗全程免費。不需要
提供健康保險或移民信息。

活動信息:
5月22日 週六
上午9點至下午4點
地點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地 址 ：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2-1133
email: ccc.houston95@gmail.

com
需要接種疫苗請點擊下表註

冊，以便統計人數，好準備足夠
數量的疫苗

Please register here：
https://forms.gle/28FtiP-

WHTJmQMd6T8僑文教服務中心
主任陳奕芳也偕同副主任楊容清
上線致意；她表示，美國亞裔族
群向來行為低調、奉獻社會，不
挑釁，不招搖，但面對反亞裔事
件一再發生，旅外國人及僑胞務

需因應自保。
劉援首先界定 「歧視」的定

義，以及各類言語侮辱或脫序、
暴力行為是否構成 「仇恨犯罪」
(hate crime)?是否適合向警局報案
？她建議線上聽眾，居家設置安
全措施，個人在外保持警覺，天
黑盡量不要單獨外出；一旦發現
任何可疑的人、事及行為務必儘
速報警。她強調，亞裔社區守望
相助非常重要，可藉由互助團結
有效遏止仇恨犯罪，進一步保障
社區的安全。

圖為譚秋晴圖為譚秋晴（（右右））宣誓就職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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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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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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8.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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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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