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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難達共識 拜登與普京尷尬會晤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俄

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在日內
瓦湖（Lake Geneva）邊的拉格蘭
奇別墅（Villa La Grange），展開了
備受期待的美俄領袖峰會，由於在
會談之前，美俄兩國的立場幾乎是
針鋒相對，因此初見面時，氣氛顯
得有些尷尬，在一群記者面前的合
照中，兩人似乎都避免直視對方。

美聯社報導，他們的會談預計
將持續4到5個小時，普丁在會前說
「希望這場會談能有具體成果」 ，
拜登則僅說 「有面見面總是好的」
。當記者問拜登，普丁是否值得信
任時，他沒說話，而是點了個頭。

做為東道主的是瑞士總統帕梅

林（Guy Parmelin），他表示很歡
迎兩國領導者來瑞士參加峰會。

幾個月來，美俄雙方就各自立
場以尖銳的言辭抨擊對手，比如拜
登一再呼籲，普丁應該調查或收手
俄羅斯駭客對美國進行的惡意網路
攻擊；並直斥俄國政府 糟蹋民主，
監禁俄羅斯知名的反對派領導人納
瓦尼(Alexei Navalny)，並干涉美國
多次選舉。

普丁也有回應，他譏諷今年1
月6日的美國國會大廈滋擾事件，
反諷美國沒有立場談什麼民主規範
，並堅稱俄羅斯政府並沒有發動什
麼駭客與網路攻擊。

即便如此，拜登表示，如果美

國和俄羅斯最終能夠找到一種 「穩
定性和可預測性」 的交流，這就是
重要的一步。拜登早些時候對記者
說： 「我們應該確定在哪些方面，
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符合世界的
利益，然而加以合作。並探究出及
我們哪些事情不同意，並找到明確
的底線。」

不過，普丁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則說 「預計不會有
任何突破，俄美關係的緊張局勢，
要談出什麼結論太困難了。」

他只說： 「其實，兩國總統同
意會面，並願意開始公開談論問題
，這本身就已經是一項成就。」（（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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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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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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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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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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history of Asian media,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gone through 42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on June 16,
1979.

On the road that has been
full of thorns and hope, we
and many of our partners
have been through the
struggle of time and
darkness. This media carrier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SNG was born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the world

structure has changed due to
wars and disasters. We as
newsmen can experience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over
time and many moving and
exciting stories are displayed
before our eyes. How many
cruel and amazing pictures
have appeared in our
newspapers and on our
television screens that have
made our lives more colorful
and exciting.

Today we are moving toward
a new era of MELTED
MEDIA using the internet as

a carrier to fully integrate
Southern TV, newspaper,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services to achieve a new
type of media.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operation methods in the
goals we pursue, we are
looking for success and not
just for survival.

After four decades of journey
we really appreciate this
great land that has given us
opportunity and hope.

0606//1616//20212021

Celebrating OurCelebrating Our 4242th Anniversaryth Anniversary
Entering The Melted Media AgeEntering The Melted Media Age

在海外華文傳媒歷史上，美
南新聞自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創刊以來，整整走過了四十二個
春秋歲月，在這條充滿荊棘和希
望的道路上，我們和許多工作伙
伴曾經在拂曉時分和漫漫长夜的
奮鬥歷程中，支撐這艘永不沉没
的媒體航母継續前進。
美南新聞誕生於一個巨變的

大時代，四十多年來世界格局因
戰爭災難改變了地緣政治，做為
媒體人，我們撐握了新聞的命脉
，多少殘酷驚人的畫面每天都会
出現在報紙電視网站上 我們比
多数人更能體驗世界之變化，也
有多少令人感動興奮的故事展現

在我們的眼前，這份精彩繽紛的
閱歷，使我們的人生更加精彩。
今天美南新聞經過漫長时光

之錘錬，我們曾走遍星條旗飛揚
的大地，四十余载，笔耕不辍的
追求被無數讀者觀眾支持和给予
我们巨大动力的新闻梦想。
美南傳媒正在走向融媒體的

新時代，我們充分利用互聯网為
載體，把美南電視廣播、報紙
、社群媒體、社會服務、金融
地產，在人力、內容進行全面整
合，實現資源通融，內容兼容，
宣傳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
多角化之経營方式，是我們

追求之目標，我們永遠站在時代

之尖端，追求更新，期望美南融
媒體這盞明燈，追隨大家阔步前
行。

迎接融媒體時代之來臨迎接融媒體時代之來臨
--美南新聞走過四十二寒暑美南新聞走過四十二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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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與G7、北約和歐盟領導人幾輪
親切會談後, 拜登終於飛到瑞士日內瓦與
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交鋒,這也是他擔任總
統初期重要考驗之一, 由於美俄關係錯綜
複雜, 兩人與雙方代表閉門會面預計將舉
行半天之久, 且在會後不將發表共同聲明,
那就表明了這將是一個各自堅持的會談,
所以我們不需有過多期待。

美俄關係在川普任內算是融洽的, 因
為俄羅斯駭客曾介入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
,協助川普打敗希拉蕊, 所以後來美國司法
部在調查通俄門時, 川普的說詞翻來覆去
，模稜兩可, 2018 年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時,他竟然站在普京身邊與他一鼻孔出氣，
等於是為俄羅斯侵犯美國大選做辯護, 公
然否定自己國家的司法，把個人利益凌駕
於國家利益之上。

在2020年美國大選時俄羅斯試圖再介
入協助川普,只是無功而退, 但拜登儘管沒
有證據, 卻緊咬普京不放。後來兩國又因
為烏克蘭軍事升級事件以及俄羅斯關押反
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等反人權作為, 種種問

題的糾結造成了兩國相互驅逐外交官的敵
對行為, 再加上不久前又有俄羅斯駭客癱
瘓並勒索美國油管事件, 嚴重威脅到美國
經濟發展與社會治安,拜登政府十分憤怒,
所以必然會在這次的會面中要求普京說清
楚講明白, 而之前兩人隔空對槓互懟,拜登
痛罵普京是暴徒,也公開認同媒體所說的普
京是殺手, 普京則揶揄回罵拜登是一名多
年的職業政客,如今雙方見面談判時必有爭
辯, 極難達成共識。

拜登此次歐洲行, 雖說服各國領導人
發表反中宣言, 但由於多國與中國保持著
經貿實質關係, 並非一紙宣言可切割的, 西
方國家一昧以病毒和人權問題來挑釁中國
是相當不智的, 也必徒勞無益, 只會加深國
際裂痕, 製造世界紛爭, 西方國家應正視中
國快速崛起,如不從正面快速前進, 只想拉
中國一把使之落後, 那是辦不到的。

拜登與普京會談不可能有實質進展,
雙方已各自划有紅線要求對方不能跨越，
所以會談必各說各話, 雙方不可能退讓,化
干戈為玉帛的！

李著華觀點 : 握不到你的手?--拜登會普京痛耶?快耶?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
（Sergei Sobyanin）今天下令，從事服務
業的居民都強制接種疫苗，理由是2019冠
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 「急劇」
升溫。

索比亞寧在部落格上貼文寫道： 「我
們必須在可能的最短時間內大規模接種，
遏止這種可怕疾病，防止數以千計的人死
亡。」

擁有1200萬人口的莫斯科市是俄羅斯
疫情的重災區。索比亞寧說，只有180萬
名居民接種疫苗。

索比亞寧說： 「疫情繼續急劇擴展。
」 當局宣布，莫斯科新增5782人確診，又
有75人死亡。

他說： 「鑑於極其艱難的疫情狀況，
莫斯科市今天命令強制服務業員工接種疫
苗。」

俄羅斯今天通報新增1萬3397例確診
，自疫情開始以來，官方統計確診總數為
524萬9990例。

俄羅斯疫情工作小組表示，過去24小
時又有396人染疫死亡，全國病歿人數來
到12萬7576人。

莫斯科市長警告疫情升溫 強制服務業接種疫苗

考古學家今天表示，新加坡海域發現兩艘數百年歷史的古代
沉船，裡面有大量瓷器和其他古物，這項罕見發現將讓世人更了
解新加坡的海洋遺跡。

繁華島國新加坡長期作為重要貿易樞紐，串起印度洋和南海
之間的全球海運路線。

根據合作進行相關計畫的新加坡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與智庫 「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 （IS-
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兩艘沉船被發現的地點位於新加
坡東部外海的白礁（Pedra Branca）附近。

2015年有潛水員意外發現瓷盤，隨後找到了第1艘沉船，
裡頭裝有可能源自14世紀的中國瓷器。當時新加坡被稱為淡馬

錫（Temasek）。
沉船內的一些物品與陸上考古遺址發

現的古物類似，顯示新加坡這片土地在
1819年英國殖民者抵達前，就已是貿易中心。

考古人員針對第1艘沉船進行水下挖掘工作，促使第2艘沉
船也被發現。它有可能是在印度建造的商船Shah Munchah，
1976年從中國航向印度時不幸沉沒。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與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說，第2艘沉
船上發現的物品包括中國瓷器、玻璃和瑪瑙製品，還有船錨和大
砲。他們表示，18、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使用的商船上，經
常裝著這類大砲。

2015年發現的沉船是新加坡海域發現的第一個古船殘骸。
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考古部門的訪問學者佛勒克爾（Mi-
chael Flecker）表示，船上的中國元朝青花瓷數量，排名全球沉
船紀錄之最。

佛勒克爾說： 「許多物件很稀有，其中一個被認為是獨一無
二。」

他並提到，第2艘沉船上大部分的中國貨，原先最終目的地
都是英國。

新加坡發現2艘古沉船 大量元代青花瓷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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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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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航空重組
迎戰略合作夥伴Takatso Consortium

綜合報導 南非公共企業部部長普拉溫· 戈爾丹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

，目前正處於破產重組階段的南非航空公司擁有了新的戰略合作夥伴

Takatso Consortium，這意味著南非航空距離實現“新生”目標邁出了堅

實的一步。

戈爾丹介紹稱，屆時Takatso Consortium 將擁有南非航空公司51%

的股份，而南非政府則擁有南非航空公司49%的股份。根據南非政府與

Takatso Consortium 達成的協議，Takatso Consortium 將率先向南非航空

公司註資30億蘭特資金，同時保留“南非航空公司”原有名稱。

戈爾丹表示，南非政府不會向南非航空公司投入更多資金，所有資

金都將來自Takatso Consortium 。當所有收購流程完成後，“新”南非

航空公司就將重新投入運營。

Takatso Consortium首席執行官諾維克表示，“新”南非航空公司的

核心經營理念為“高效、服務和創新”，同時力爭成為南非經濟復蘇的

主要力量。

戈爾丹指出，此次合作旨在使南非航空公司重新成為一家可持續發

展、有競爭力的國際航空公司，同時也表明南非航空公司具有獨立自主

解決問題的能力。

作為一家擁有近百年歷史的航空公司，南非航空公司自2019年以來

便深陷破產危機，並一直接受南非政府的商業援助。

多國放寬對希臘旅行限製
專家建議希臘進一步解封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890例新冠肺炎患者，目前

累計確診412420例；新增死亡15例，累計

死亡12346例。

專家委員會為限製措施再“松綁”
為希臘政府提供防疫措施建議的衛生

專家委員會9日召開會議，討論關於進一

步放松限製措施的事宜。

根據討論結果，該委員會提出的建議

包括，從6月12日起將宵禁時間推遲至淩

晨1:30開始，並計劃從7月1日起完全解除

宵禁；從7月1日開始，將參加每場婚禮

的人數上限提高至300人；在全國50%人

口接種疫苗後，允許舉辦貿易展覽會。

政府考慮推出疫苗強製接種計劃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暗示，政府可能

強製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和療養院護理人員

接種新冠疫苗。

米佐塔基斯說，政府正考慮對在醫院

、診所以及老年護理機構中工作的人員強

製接種疫苗。此外他還表示

，不排除從秋季開始可能會

出現“無新冠餐廳”和“無

新冠酒吧”。

多國放寬對希臘的旅行
限製

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

中心(CDC)6月8日宣布，該

機構已經放寬對61個國家

和地區的旅行建議，包括希

臘、法國、加拿大、俄羅斯

、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

將它們從最高的第四級下調

至第三級。第三級意味著CDC建議，美國

旅客在旅行前須完全接種疫苗，未接種的

旅客則是應避免前往該國進行不必要的旅

行。

除美國外，丹麥也決定取消對希臘的

旅行限製。丹麥外交部副部長拉斯穆森在

近日同希臘旅遊部長塞奧哈裏斯會晤時說

：“丹麥政府決定取消對希望前往希臘的

丹麥公民的限製。在接下來的幾天裏，

丹麥公民將可以自由前往希臘伯羅奔尼

撒半島。之後，從6月 26日起，丹麥將

取消公民前往希臘所有旅遊目的地的限製

性措施。”

此外，英國駐希臘大使凱特· 史密斯

也在8日說，預計英國將會很快將希臘列

入疫情低風險的綠色名單中。

默克爾：變異毒株令人擔憂
加快接種與病毒“賽跑”

綜合報導 針對近期英國境內新冠變異毒株快速傳播的情況，

德國總理默克爾 10 日對這一被稱為“德爾塔”的變異毒株表

示擔憂。她強調，德國正通過加緊接種新冠疫苗的方式與病毒

“賽跑”。

為避免造成汙名化和歧視，世衛組織日前已宣布改用希臘字母為主

要的新冠變異毒株命名。目前在英國快速傳播的“德爾塔”毒株首先在

印度被發現。據英國廣播公司和路透社報道，目前英國已連續兩日新增

新冠確診超過7000例，新增病例中91%都是感染“德爾塔”毒株。即將

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德國代表團下榻酒店也因爆發新冠疫情而關

閉。

默克爾當天在與各州州長就疫苗接種議題舉行協商後的記者會上作

出上述表示。她表示，“德爾塔”變異毒株在英國快速傳播，已經形成

了確診數指數級增長，德國聯邦政府為此將繼續維持對英國和印度兩國

的嚴格入境限製措施。

默克爾強調，“德爾塔”毒株目前來看傳播性更強，但令人慶幸的

是目前在德國占比僅為2.5%。“這一比例上升速度尚較為緩慢，我希望

能夠保持這種態勢。”

數周來，德國境內疫情持續趨緩。官方用於評價疫情嚴峻程度的

“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已從4月26的169降至6月10日

的 19。目前，德國各州均紛紛推動“解封”進程，民眾亦積極接種

疫苗，以便夏季順利外出度假。

不過，默克爾仍提醒人們保持警覺。她指出，盡管疫苗接種和天氣

轉暖等因素帶來了疫情數字的持續向好，但不應忘記的是，“新冠病毒

並未因此而消失”。

變異病毒肆虐疫情反彈
英國或延期一個月“解封”

綜合報導 英國原定6月21日進入最

後一個解封階段，解除尚存的社交限製

措施。不過，由於變種病毒在英國加速

傳播，感染者持續增加，消息人士稱，

英首相約翰遜預料將在14日宣布延期解

封，並定於兩周後再進行評估。

據報道，英國原定6月21日進入最

後一個解封階段，解除尚存的社交限製

措施，包括準許夜店恢復營業以及取消

對演出、婚禮等群聚活動的限製。

不過，英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約翰遜政府準備推遲一個月至7月19日

才全面解封，因為最早在印度發現的變

種病毒目前在英國加速傳播，感染者持

續增加。

也有消息稱，約翰遜預料將在14日

宣布延期解封，並定於兩周後再進行評

估，如果到時確診入院人數保持在低水

平，則可能在7月5日解封。

消息人士透露，英國政府正在考慮

幾個選項，目前較傾向於推遲一個月解

封。延期解封的呼聲近日越來越大，向

政府發出呼籲的包括公共衛生官員和英

國醫學協會。該協會主席奈格保羅醫生

說：“這不僅關乎入院人數，也可能危

及大批年輕人的健康。”

英國近期確診病例激增，11日新增

8125例確診病例，是自2月以來最高的

單日增幅。當局日前估算，按照當前的

病例增速，到了6月21日，英國每日新

增確診病例將增至1.5萬例，到了7月底

，則可能回彈至2021年1月高峰期的水

平，當時每日新增病例多達5萬例。

英國公共衛生部門發布報告指出，

當前新增病例當中，超過90%感染的是

最早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該變

種病毒的傳播力可能比最早在英國發現

的Alpha變種病毒，高出約60%，而且對

疫苗的抵抗力也較強；Delta變種病毒感

染者入院治療的概率，也比Alpha變種病

毒感染者高出一倍。

報道稱，感染Delta變種病毒的英國

確診病例已超4.2萬例。數據顯示，這類

病例在英國各地快速增多，每4.5天至

11.5天就增加一倍。

英國國家統計局采集的數據顯示，

確診病例近期呈上升趨勢。在截至6月5

日的一周內，英格蘭平均每560人當中

，有一人確診感染新冠，前一周則是每

640人有一人確診。蘇格蘭和威爾士也出

現類似趨勢。

此外，數據還顯示，英國人對保持

社交距離出現松懈。6月2日至6日，保

持社交距離的成人占68%，低於前一周

的74%。

英國衛生安全局首席執行官哈裏斯

說：“隨著Delta變種病毒感染病例在全

國各地持續增多，接種疫苗是最好的防

禦。”

和貝佐斯一起上天
載人飛行乘客票拍出2800萬美元

綜合報導 美國富豪傑夫·

貝佐斯旗下太空公司藍色起源

的“新謝潑德”亞軌道飛行器

首次載人飛行的一個乘客座位

，在拍賣會上以2800萬美元成

交。此次飛行定於7月20日從

該公司的西得州試驗場出發。

據報道，整個拍賣流程包

括密封投標，6月10日進行在

線投標，最後於6月12日，合

格的競標者參加現場拍賣。在

大約10分鐘內，最高出價達到

2800萬美元。所得款項將用於

“未來俱樂部”，這是一個隸

屬於藍色起源的教育性非營利

組織。

中標者的身份沒有披露。

中標者可以自己乘坐新謝潑德

號飛行，也可以指定另一個人

參加飛行。藍色起源公司的阿

麗亞娜· 科內爾說，中標者的身

份將在幾周內披露，同時披露

的還有第四位也是最後一位機

組成員。

7月20日的飛行將是“新

謝潑德”號第一次載人飛行。6

月7日，藍色起源公司創始人

貝佐斯曾表示，他將和弟弟作

為首批乘客進入太空。

據此前報道，藍色起源表

示，公司的火箭和太空艙可以

將6名乘客送到地球上空約100

公裏以上的亞軌道。在這個高

度，客戶能夠體驗幾分鐘的失

重感。太空艙有6個觀察窗，

客戶可以看到地球。

藍色起源的競爭對手，馬

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計劃於2021年晚些時候

進行載人亞軌道飛行，4名乘

客中，將包括1名科學教授和1

名航空數據分析師。

此外，這一領域的另一競

爭對手布蘭森，據稱則將於

2021年晚些時候，親自參加維

珍銀河控股公司的太空之旅。

該公司計劃在2022年初，面向

私人客戶開放太空旅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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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前總統川普今天宣布，將前往德州視
察美墨邊界，此舉顯然為凸顯有別於繼任者拜
登較人性化的邊境政策。川普的移民立場始終
強硬。

法新社報導，川普發表聲明說，他將在本
月30日和德州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一
起視察 「我國最受摧殘的南部邊界」 。

聲明說： 「拜登政府從我這裡承襲了美國
史上最強健、最安全與最有防護力的邊界，然
而短短幾週，他們就讓它演變成美國史上最嚴
重的邊境危機。」

「我們的邊境安全原本為世人所稱羨，如
今卻成為全世界都惋惜、毫無法治可言的地帶
。」

川普利用數據，指拜登政府近幾月難以抵

禦數十萬計企圖越過過境的移民。拜登向來承
諾將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逃離貧困與暴力的
中美洲移民。

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今
年3月至5月，有超過53萬人在缺乏合法移民
文件的情況下企圖越過邊界被逮捕，隨後被遣
返回墨西哥。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官員表示，沒有官
方數據顯示確實越過邊界的人數有多少，但數
量之多顯示成功越界的人數上升。

共和黨人企圖透過強調邊界危機來破壞拜
登支持度；與此同時，艾波特也宣布將恢復川
普任內的邊境築牆計畫。拜登今年1月一上任
就下令暫停築牆計畫。

川普批政府擋不住移民 宣布將赴德州視察邊界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俄羅斯總統普
京(Vladimir Putin)在日內瓦湖（Lake Geneva）
邊的拉格蘭奇別墅（Villa La Grange），展開
了備受期待的美俄領袖峰會，由於在會談之前
，美俄兩國的立場幾乎是針鋒相對，因此初見
面時，氣氛顯得有些尷尬，在一群記者面前的
合照中，兩人似乎都避免直視對方。

美聯社報導，他們的會談預計將持續4到5
個小時，普丁在會前說 「希望這場會談能有具
體成果」 ，拜登則僅說 「有面見面總是好的」
。當記者問拜登，普丁是否值得信任時，他沒
說話，而是點了個頭。

幾個月來，美俄雙方就各自立場以尖銳的
言辭抨擊對手，比如拜登一再呼籲，普丁應該
調查或收手俄羅斯駭客對美國進行的惡意網路
攻擊；並直斥俄國政府 糟蹋民主，監禁俄羅斯
知名的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Alexei Navalny)，
並干涉美國多次選舉。

普丁也有回應，他譏諷今年1月6日的美
國國會大廈滋擾事件，反諷美國沒有立場談什
麼民主規範，並堅稱俄羅斯政府並沒有發動什
麼駭客與網路攻擊。

即便如此，拜登表示，如果美國和俄羅斯
最終能夠找到一種 「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的交
流，這就是重要的一步。拜登早些時候對記者
說： 「我們應該確定在哪些方面，符合我們的
共同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然而加以合作。
並探究出及我們哪些事情不同意，並找到明確
的底線。」

不過，普丁的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則說 「預計不會有任何突破，俄美關係
的緊張局勢，要談出什麼結論太困難了。」

他只說： 「其實，兩國總統同意會面，並
願意開始公開談論問題，這本身就已經是一項
成就。」

這場高峰會，美國總統的主要助手是國務
卿 布林肯(Antony Blinken)，而俄羅斯總統的
助手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雙
方都會有一名翻譯，另各有5名高級助手。

峰會結束後，雙方不開聯合記者會，而是
各自單獨舉行。普丁先舉行，而後拜登再接受
記者提問。這是白宮提出的方案，理由是不想
要顯得拉抬或肯定普丁。

日內瓦峰會 拜登與普丁在尷尬氣氛中開場

美國加州全面解封，實施長達15個月的四
級疫情警戒今起作廢，餐廳、賣場開放100%容
量，取消社交距離，已接種疫苗者在大多數場合
都不必戴口罩。

加州2020年3月20日領先全美率先進入疫
情警戒，使用黃、橙、紅、紫等四個等級的警示
燈號。人口約1000萬人的洛杉磯地區，今年1
月疫情最嚴峻時屬紫色層級，單日新增超過1萬
5000例。

去年底疫苗問世，歷經6個月普遍施打，加
州近日達到全部人口55%完整接種疫苗，今天
解除防疫禁令，實施15個月的口罩令、社交距
離、室內人數管制鬆綁。

加州重啟仍有部分例外，居民到醫院或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包括飛機、火車、巴士、共乘還是
需要戴口罩。

洛杉磯的地標性建築聯合車站（Union sta-
tion）內，提醒旅客戴口罩、保持距離的告示牌
今天仍未拆除，不過在場的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
，告示現在只是參考用，今天起在車站內可以不
必戴口罩。

洛杉磯的頭號觀光景點聖塔蒙尼加（Santa
Monica ）海灘今天出現國內旅遊的觀光人潮。
碼頭邊的街頭藝人、紀念品攤位重新開張，摩天
輪、雲霄飛車等遊樂設施重新運轉。

因電影 「阿甘正傳」 （Forrest Gump）而
著名主題餐廳外，放了一張模仿電影場景的板凳
吸引觀光客拍照。馬克和蜜雪兒·波拉克（Mark
and Michelle Polak）夫婦受訪說，戴了一整年
終於脫下口罩，好像鬆了一口氣。

馬克表示，夫妻倆已經完整接種，對於加州
解封感覺到很安全，終於可以走出戶外呼吸新鮮
空氣，不再覺得恐懼。

蜜雪兒則說，經過這麼長時間的隔離，終於
可以好好喘一口氣，雖然自己感到安全，她仍對
一些還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們感到擔心，畢竟在美
國無法強迫每個人打疫苗，必須尊重個人意願。

儘管全美已有44.2%人口完整接種疫苗，
超過13個州接種率超過50%，但阿拉巴馬、喬
治亞、密西西比等州的接種率在30%徘徊，專
家憂心7月4日國慶假期之後，接種率較低的州
染疫死亡人數可能再度衝高。

銀髮白鬍子的加州居民馬里奧（Mario）帶
著兩名年幼孫子出遊，儘管已經完整接種疫苗，
他仍戴著兩層口罩。

馬里奧向中央社記者表示，他很樂見加州解
封，他在4月已經注射疫苗，外出不再恐懼，大
約有90%感到安心，現在他戴著口罩是為了保
護還沒打疫苗的孫子， 「我會一直戴著口罩，直
到我的孫子們也都打好疫苗」 。

疫情不只奪走美國60萬條人命，更是嚴重
衝擊經濟，去年5月失業人數達到2050萬人，
失業率14.8%創下72 年來的新高。

紀念品店員珍妮斯（Janice Garcia）向中央
社記者表示，疫情爆發後，整個碼頭關閉了好幾
個月，紀念品店也因此歇業，後來隨著疫情起伏
，數度開啟又關閉，營業時間也一度縮短，如今
很高興看到加州全面重啟，讓許多人恢復工作生
計。

加州終結15個月疫情警戒 揮別口罩和社交距離

美國10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組成的小組，
今天敦促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
指示該部門，加快確認可能因出口中國而遭濫
用的美國新技術。

根據路透社所見的聯名信函，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 為首的10人團體敦促商務部根據
2018年的法規，確認出所謂的 「新興和基礎技
術」 。

信中說： 「我們依舊關切，美國企業出口
敏感技術給表面看似是民營的中企，或接受它
們投資，卻沒料到這些中企轉頭就把相關技術
交給了中國軍方或情報機構」 。

信中說，商務部僅列出 「數量有限的管制
新興技術...然而，只要清單不夠完整、未被善
加利用，聯邦政府將缺乏有力的出口管制系統
與外國投資篩選程序」 。

信中並說： 「這讓美國非常容易受到中國

的經濟掠奪衝擊，令人無法接受。」
其他署名的參議員者還包括盧比歐（Mar-

co Rubio）、柯寧（John Cornyn）、薩斯
（Ben Sasse）、史考特（Rick Scott）和楊恩
（Todd Young）等。美國商務部尚未做出回應
。美國國會 「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 本
月的諮詢報告稱，商務部未盡其所能保護國家
安全，使敏感技術不落入中國軍方之手。

報告也稱，商務部在 「制定清單，列出哪
些敏感技術在出口中國之前先需經過審查一事
上，進展緩慢」 。

商務部在回應這份報告時表示，已發布4
項關於管制新興技術出口的規則，且有更多在
審核當中。商務部指出，已擴大 「軍事最終用
戶」 （Military End-User）規範，並將華為、
杭州海康威視等公司加到實體清單，限制美國
供應商供貨。

防敏感技術遭陸濫用 10參議員籲商務部列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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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規範電商“618”短信營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中國強化

保護消費者權益行

為。電商“618”商

業活動臨近，中國

工信部日前召開行

政指導會，規範電

商平台“618”短信

營銷行為，阿里巴

巴、京東、拼多多

等主要電商平台企

業，以及相關基礎

電信企業和短信息

服務企業參會。

據工信部網站新聞稿援引信息通信管理局
稱，自5月下旬以來發現部分電商平台企

業未充分核實註冊用戶意願，“默認”用戶同
意，擅自發送“618”商業營銷短信，引發相
關用戶投訴，違反《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
務管理規定》，侵害用戶合法權益。工信部指
出，“相關企業務必高度重視，提高認識，落
實各自主體責任，主動從事前審核、事中監測
和事後處置等各環節採取有效措施。”並企業
要把好通信資源關，盡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趨
勢。

1分錢汽車充電遭國網痛斥
據悉，相關企業在會上承諾將嚴格落實垃

圾信息治理相關要求，全面自查自糾，並完善
管理制度、優化用戶服務，確保在短期內取得
實效。

另外，繼1分錢（人民幣，下同）賣菜

後，內地市場上又出現了1分錢充電，這種令
消費者熟悉的模式，無非是通過瘋狂燒錢來跑
馬圈地。

因低價傾銷對市場具有破壞性，日前國家
電網（山東）電動汽車服務有限公司發布嚴正
聲明，稱今年以來，個別充電運營商引入野蠻
資本大搞1分錢充電、0服務費等低價促銷和
惡意競爭，嚴重擾亂了山東區域正常充電市場
秩序，誤導電動汽車車主充值充電，給新能源
汽車和充電設施發展帶來不良影響。為維護山
東充電市場的健康穩定，堅決抵制野蠻資本擾
亂充電服務市場，自6月8日起，全省部分充
電站服務費價格調整為0.1元/kwh 起，停止時
間另行通知。

目前內地市場上，新能源汽車商業充電樁
的費用多為1.5元/度至2.6元/度不等，一般轎
車容量大概在60度電左右，充一次電需要90
元至156元左右。但部分資本搞的1分錢充電

行為，甚至承諾新用戶1分錢充滿，在充電
“白菜價”面前，原有的充電樁包括國網充電
樁都毫無優勢可言。

資本之所以殺入充電樁，因為這是一片前
景大好的藍海。據國網公布充電樁建設規劃來
看，2020年我國充電樁數量保有量為180萬
個。

另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統計，截至2020
年底，中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為492萬輛。

隨着新能源汽車數量持續上漲，配套的充
電樁亦會水漲船高，在此過程中難免有資本開
啟價格戰來搶佔市場。

對於國網呼籲車主抵制惡意競爭行為，不
少人表示支持國網，有人稱從ofo小黃車、滴
滴、美團等，無一例外都是資本先用低價培養
消費者習慣，然後再欺壓消費者，特別是ofo
現在連押金都沒有退回來，非常反感資本的無
序競爭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蘇寧易購發布了股東被動減持，以及董
事長張近東股份被司法凍結的兩則公告後，
股價開盤低開低走，盤中觸及跌停，全日收
報5.39元(人民幣，下同)，跌9.98%。

公司公告指，股東張近東所持5.8%股
份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司法凍結，佔
其所持比例的27.68%。公告表示，本次股
份被凍結事項不會導致公司實際控制權變
更，不會對公司的生產經營、公司治理產生
重大影響。股東正在積極與相關方進行溝
通，相關債務人認為相關執行公證債權文書
案所依據的執行證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
於公證債權文書執行若干問題的規定要求，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受理了相關的
執行異議。

在另一則公告，蘇寧易購稱收到持股
5%以上股東蘇寧電器集團提交的股份減持
告知函，獲悉蘇寧電器集團因部分股票質押
式回購交易觸發協議相關條款的約定，於6
月11日被動減持1,000萬股，並預計蘇寧電
器集團在未來6個月內可能減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過383,500,000 股（佔公司總股本比例
4.12%）。擬減持的原因，是蘇寧電器集團
因部分股票質押式回購交易觸發協議約定的
違約條款，可能導致被動減持。

從2020年下半年以來，蘇寧就面臨着
債券到期、現金流吃緊等一系列問題，為解
決燃眉之急，蘇寧易購還雙雙引入了深圳國
資和江蘇國資。

A股三大指數收綠鴻蒙概念降溫
本周美聯儲將召開議息會議，A股投資

者亦屏息靜待，做多情緒偏於謹慎。端午小
長假首個交易日，A股三大指數震盪低收，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556點，跌33點或
0.92%；深成指報 14,673 點，跌 127點或
0.86%；創業板指報3,262點，跌 36點或
1.1%。兩市共成交10,005億元；北向資金
全天淨流出51億元，淨買入邁瑞醫療3.48
億元、美的集團2.42億元，淨賣出藥明康德
7.26億元、紫金礦業5.8億元。

鴻蒙概念殺跌，九聯科技、先進數通、
萬興科技、誠邁科技、國華網安、常山北
明、超圖軟件等個股大幅向下。基本金屬、
刀片電池等板塊亦位居跌幅榜前列。行業板
塊中，釀酒板塊企穩升近2%。

當日豬肉期貨主力合約再創上市以來新
低，較年初高位最大跌幅已近40%。A股市
場上豬肉概念股同樣一蹶不振，板塊整體跌
超2%。據內地媒體統計，豬產業鏈上市公
司股價自去年高位的最大回撤幅度均較大，
普遍超過30%。

●為備戰“618”電商促銷活動，企業已提前備料、擴招工人，做足供貨準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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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台山核電站及周邊環境未見異常
香港特區政府：港環境輻射水平正常和符合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交部網站、記者毛麗娟、藍松山報道，針

對最近部分機構和媒體關注並詢問中國廣東台山核電站機組有關情況，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5日表示，目前中國的核電站保持良好的運行記

錄，未發生影響環境和公眾健康事件。趙立堅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台山核電站的有關狀況滿足技術規格書要求，周邊輻射環境水平未

見異常，安全有保障。中國高度重視核安全，建立了接軌國際、符合國

情的核安全監管體系。國家核安全局亦與相關核能國家、核安全監管機

構密切合作，並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安全公約等多邊機制下開展溝通

交流。

中廣核回應記者表示，目前，連續監測環境
數據顯示，台山核電站及周邊環境指標正

常。中廣核回應兩台機組的最新狀態時稱，台山
核電站1號機組已進入第二個燃料循環，目前處
於滿功率運行狀態；台山核電站2號機組已按計
劃完成大修，並於2021年6月10日併網成功，本
次大修是台山核電站2號機組投入商運後的首次
大修，大修安全、質量、工期等指標均完成了既
定目標。

國際原子能機構：
無跡象表明有放射性事故發生
據路透社報道，國際原子能機構認為，現

階段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台山核電站發生了放射
性事故。機構目前正就此事與“中國官員接
觸”。廣東台山核電站是中國中廣核和法國電

力集團（EDF，Electricite De France）的合資項
目。官方資料顯示，台山核電站建設了兩台
EPR（歐洲先進壓水堆）核電機組。1號機組
2018年 12月 13日商運，2號機組2019年 9月 7
日商運。引進EPR技術建設台山核電站，是中
國政府從國家能源戰略高度做出的重要決策，
也是中法能源合作領域的里程碑式事件。其
中，2007年11月26日，中法兩國元首共同見證
了中法合作建設台山EPR項目系列協議的簽
署。

特區政府獲悉台山核電站安全
台山核電站臨近香港和澳門，2021年4月的

環境輻射監測報告顯示，4月5日及之後，香港各
地環境伽馬輻射水平未見異常。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有關提問表

示，特區政府有持續的監察制度，近日香港環境
中的核輻射水平一切正常和符合標準。香港特區
政府保安局發言人亦表示，從國家核安全局得
知，台山核電站處於安全狀態，確定沒有向環境
產生任何放射性洩漏。

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亦表示，根據目前的
連續監測環境資料，台山核電站及周邊環境指標
正常。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
與廣東省核應急委員會辦公室有緊密的合作和溝
通，並已訂立相關通報機制，規範相關事故信息
交換和應急通報，涵蓋廣東省內所有運作中的核
電站發生不同級別事故及事件的情況，包括非緊
急運行事件，即對安全無重要影響的0級偏差。

保安局今年以來就台山核電站一共接獲兩則
通報，分別是有關在2月21日和4月5日發生的運

行事件。兩宗事件均屬於0級偏差，對機組安全運
行、員工健康、周邊公眾和環境並沒有影響，
“現時，台山核電站的狀況並沒有觸及相關的通
報機制。”

特區政府已建常設監測系統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重

視核電安全，已建立了常設的監測系統，包括香港
天文台的輻射監測網絡、水務署的水質污染監測系
統，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食物監測措施等，保障市
民健康。
根據香港天文台的輻射監測結果，香港的環

境輻射水平在過去一年一直維持正常。天文台會
繼續密切留意香港的輻射水平，並會因應情況加
強輻射監測工作，保安局亦會繼續與相關內地部
委保持密切溝通。

CNN玩弄文字 造謠台山核電站“洩漏”
CNN（Cable News Network，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13日的節
目中造謠稱，美國政府上周在評估
一份報告，有關中國台山核電站的
“洩漏事件”。在CNN的報道中，
由於“中方不承認洩漏”，負責聯

合運營的法國EDF子公司迫於無奈，只能聯繫美國
“求救”。美國，則成了一個主持公道的形象。

報道隻字不提中廣核被美列禁
真的是這樣的嗎？有能源專家一語道破了真相：

中廣核於2019年8月被美方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
單”。法國電力集團旗下參與台山電站運營的法馬通
公司（Framatome）聯繫美方，是為了尋求技術共享
的豁免。

觀察者網注意到，CNN在報道中對中廣核被美
制裁一事隻字未提。不僅如此，或許是不讓記性好的
讀者發現破綻，CNN 甚至連中廣核的名字都沒有
提。文中寫道“法馬通聯繫美國政府，希望獲取分享
美國技術協助的豁免，以解決中國核電站的事件。”
但為什麼要豁免？什麼事件？報道都隻字未提。

首先，關於核電站的企業背景，CNN只寫到那
家法國公司和運營商TNPJVC——也就是台山核電合
營有限公司。報道沒有提到，合營公司的資方之一，
是中國廣核集團。

其次，CNN 更沒有提到，早在 2019 年 8 月 14
日，美國商務部將中廣核集團，及其關聯公司加入
“實體清單”。

其實在2018年，美國能源部就發布《美國對中國
民用核能合作框架》，對與中國的民用核能合作提出
多項具體限制條件。當時該文件將美國核能相關出口
分為三類：技術出口、設備和零部件出口以及材料出
口，中廣核在三類出口中都被列為推定不批准的出口
對象。2019年更是直接對中廣核下手。

正是美國自身對於核技術出口的限制，為美媒這
次炒作埋下了伏筆。

合作方無奈申請美國技術豁免
中國能源領域和能源監管方面的研究員大衛·費什

曼（David Fishman，中文名：余德偉）14日看到了
CNN的片面報道，並發了一長串推特澄清真相。大衛·
費什曼供職於亞太地區知名的能源領域諮詢公司——蘭
陶集團（Lantau Group）。他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
南京大學取得了碩士學位，畢業於國際關係與能源政策
專業，對中國能源領域的監管機制和商業調研有深入研
究和豐富經驗，主要專注於可再生能源和核電市場。

他在推文寫道，“台山核電站歸中廣核（部分）
所有，而後者在美國‘實體清單’上。因此，美方技
術或數據是禁止轉移給中廣核的。而法馬通申請的正
是相關的豁免，理由是‘運營安全’。”“而他們申
請豁免的原因是：1、他們準備轉移的信息源自美
國。2、他們不想因為和中廣核的合作影響在美國的
業務。也許兩個都對。”余德偉補充道。余德偉稱，
所以這件事聽上去不像是法馬通尋求所謂“幫助”。
他們是尋求美方（豁免）許可，以修復或緩解問題。

●觀察者網

��

●中廣核聲明，台山核電站及周邊環境指標正常。 受訪者供圖

“神箭”在弦 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任務標識發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道）時

隔五年後，中國航天員即將再次出征太空，開啟
中國空間站建設階段的首次載人飛行。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15日正式發布本次飛行任務標
識：浩瀚太空中，空間站天和核心艙與天舟貨運
飛船的組合體，與新發射的神舟十二號飛船交會
對接，一名身着艙外航天服的航天員通過“臍
帶”與空間站相連接，正在進行“太空行走”。
任務標識顯示出此次神舟十二號任務的關鍵要
素。

航天員將有系列艙外活動
6月9日，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與長征二號F

遙十二運載火箭組合體已轉運至發射區，並按計
劃開展發射前的各項功能檢查、聯合測試等工
作。

據報道，相比此前中國的載人航天任務，神

舟十二號有着很大不同。首先，是中國在不到兩
個月時間內已經發射了天和空間站核心艙以及天
舟二號貨運飛船，即將發射的神舟十二號也將在
此次飛行任務中與空間站核心艙進行對接，任務
密度高、技術新、難度大。另外，中國在2008年
的神舟七號任務首次實現“太空行走”之後，再
也沒有進行過這項技術的試驗。此前，載人航天
工程副總設計師楊利偉曾表示，神十二任務中航
天員將有一系列的艙外活動，例如艙外設備維
修，更換等。此次發布的神十二任務標識中，也
顯示出航天員在艙外活動的圖像。

預計航天員太空駐留90天
此外，神舟十二號任務預計將創下中國航天

員在太空駐留的紀錄，長達90天。在此之前中國
航天員最長在軌駐留時間就是神舟十一號的2名航
天員在軌飛行30天，這意味着神十二航天員的在

軌時長是以前的三倍。這對於航天員的技術難
度、心理素質等方面都是很大考驗。

在神舟飛船的技術方面，航天專家龐志浩表
示，為適應不同階段的任務變化，中國神舟飛船
先後有三種技術狀態。一是初期試驗技術狀態，
神舟五號、神舟六號載人飛船採用這種技術狀
態，特點是軌道艙上也裝有一對太陽電池翼，返
回艙返回地面後，軌道艙可留軌利用半年。二是
出艙活動試驗技術狀態，神舟七號載人飛船採用
這種技術狀態，特點是取消了軌道艙的太陽電池
翼，不留軌利用，並且具有氣閘艙的功能，增加
了扶手，用於航天員空間出艙活動。三是天地往
返運輸器技術狀態，軌道艙不留軌利用，前端增
裝了交會對接裝置，神舟八號以後的載人飛船都
採用這種技術狀態，用於提供載人天地往返運輸
服務。

龐志浩表示，中國神舟載人飛船有不少特

點，例如：起點較高，直接採用3艙式構型；可一
船多用，有的飛船軌道艙可留軌利用半年，相當
於免費發射了一顆衛星；智能化程度高，採用了
信息技術的最新成果，太陽電池翼能自動對準太
陽；防熱技術和降落傘都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等
等。

●●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
任務標識任務標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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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万象

▲ 年轻一代 辽宁鞍山 20世纪80年代 张 甸摄

▲ 自来水来了 江西宜春 1993年 舒宏平摄

▲ 俺们村有了新“农具” 辽宁铁岭 2019年 孟晓军摄
◀ 国产“海鸥”双反相机拍摄全家福 1984年 曾 毅摄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小切口 大主题

在游人如织的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上，摄影作品以“沧海桑
田”“岁月如歌”“百年好合”“百家百福”4个板块陈列展出。观
众纷纷驻足仔细观赏，还有人模仿照片里人物的动作合影留念。

展览以“百年百姓”为主题，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产生
活入手，以贴近民生的小切口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大主
题，多方位展示百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反映中国共产

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在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黑白照片《“解放牌”汽车运到天安

门广场》前，62岁的张老太太长时间驻足。她说，自己虽然没有
亲历这段历史，但从照片中人们脸上好奇、兴奋的表情，依然能
够感受到当时那种激动自豪的心情。这幅作品所在的“岁月如
歌”板块，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为时间轴，遴选了100幅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摄影作品，形象地展现中国社会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婚礼是人生的特殊时刻。在“百年好合”板块，从长袍马
褂、凤冠霞帔到西服革履、婚纱曳地，再到创意无限的风情时
尚，一幅幅结婚照凝结着百姓生活的华彩篇章，也见证了百年
中国社会风尚的变迁。这一板块的展厅设置了互动区，实景还
原上世纪 80 年代的家庭布置：二八大杠自行车、缝纫机、老式
收音机等结婚用品一应俱全，墙上贴着大大的“喜”字，悬挂
着不同年代中国人的结婚照。不少观众在此处打卡拍照，或追
忆往昔，或憧憬未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百家百福”板块，100张“全
家福”组成的照片墙分外醒目。

这些照片按时间顺序从左往右铺展开来，从 1921 年到 2020
年，每一年一张“全家福”，组成“百家百福”，犹如千千万万个
中国家庭串联起的百年生活图景。其中，1972年的一张黑白“全
家福”，定格了周华民一家9口春节团聚的瞬间。时隔49年，周华
民和家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展览现场，就是为了在这张老照片前，
拍摄一张 2021年的“全家福”。“这张照片是在湖南长沙拍摄的，
那时我才18岁。今天，我们从湖南、上海、江苏、河南、贵州来
到北京，想再留一个纪念。”周华民指着照片说，照片上健在的6
个人这次聚齐了。

今昔对比 感受变迁

“沧海桑田”板块是本次展览的重头戏，其中的100张照片被

分为25组，每一组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十八大以
来的四个时间阶段，每一阶段一张照片，将百姓生活中相似的内
容或场景置于同一平面呈现。日新月异，就在眼前。

在一组名为“钱币变迁”的照片中，第一张黑白照片拍摄于
20世纪10年代末的四川，一名男子扛着一大摞铜钱上街赶集；第
二张照片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的天津，几个小孩好奇地看着手中
一张崭新的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张照片则是2000年，北京市民在
商场里使用信用卡消费；最后一张照片是2021年的海南海口，人
们正在体验数字人民币。

郭先生让3岁的女儿坐在自己肩上，父女俩一起观看这一系列
作品。

女儿不时发出疑问，父亲则耐心作答，其乐融融。郭先生
说，这种对比展出的形式直观而真切，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
过看展览了解历史，了解中国的发展。

“列车同行”一组，展现了中国人的出行工具从客货混装列
车，到绿皮火车，再到高铁的变化；“千里传音”一组，则呈现
出通讯设备从有线电话，到“大哥大”，再到手机的变迁；“露
天观影”一组，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人露天观影设备和环境的
不同……

据策展方介绍，展览的结构是以点、线、面相互映照，观看
与互动相辅相成：通过点的对比，见微知著，反映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以来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通过线的流
动，让影像汇集成一首时光的歌，婉转之间，带领观众感受时代
波澜；通过面的铺陈，让每一个家庭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最温暖的
注脚。

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影像可以唤起人们“抚今追昔”的情
愫，让“百年”的抽象概念变成可亲可敬可感的记忆，激发出
人们继续奋斗、开创未来的不竭动力。

王府井百货大楼户外大屏上，参展作品视频循环滚动播放，
与实体展览相互补充。据悉，线上展厅同步推出，不能到场的观
众也可以在线观赏展览。

展
现
百
姓
生
活
的
百
年
画
卷

本
报
记
者

赖

睿

1927年，上海沪江大学的赛
道上，运动健儿奋力跨栏；1957
年，大华仪表厂里，几位工人围
坐在仪器前探讨技术问题；1987
年的广州，一位时髦女子正在用

“大哥大”打电话；2014 年的北
京，厨师们举起手机，与朋友分享
夜空中绚丽夺目的APEC焰火……
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协等主办的

“百年·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影
像大展 （1921-2021） ”日前在
北京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举行。
323幅摄影作品以巨幅展板形式
亮相。黑白、彩色影像交织，带
领观众走进时空长廊，感受中国
百姓生活的百年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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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彤 医学博士

開跑了！即日起接受預約

刊登黃頁請掃二維碼聯系Nicole

（作者：特約撰稿人）為
支持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抗
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公共
教育推廣活動，以提高人們對
COVID-19 疫苗的信心並鼓勵
接種疫苗，TDW+Co 公司與美
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合作，為
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原住民和
太平洋島民(AANHPI) 媒體於6
月 10 日星期四舉行了線上新
聞發布會。

在線上活動期間，來自不
同州的醫學專家提供了他們的
疫情經驗，以及最新的、值得
信賴的 COVID-19 疫苗信息。
特別演講者包括：美國衛生與
公眾服務部醫務總監Vivek H.
Murthy醫學博士；美國衛生與
公眾服務部醫務辦公室Adelai-
da M. Rosario博士；來自舊金
山東北醫療服務(North East

Medical Services, NEMS)的沈
愛梅醫學博士。

在現場提問環節，醫學專
家回答了有關COVID-19疫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問題，如何
確保安全，防止新冠進一步蔓
延，和AANHPIs面臨的健康衛
生不公平。

COVID 給數百萬美國人帶
來了巨大的痛苦，但 COV-
ID-19 疫苗給許多家庭和社區
帶來了希望。截至6月10日，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說，現
在有1.72億居住在美國的人已
完全接種疫苗。其中，至少
6.1 % 的亞洲人（非西班牙裔
）和0.3 % 的夏威夷原住民和
太平洋島民群體至少接種過一
次疫苗，估計有626萬人。

“僅在美國，我們就已接
種了3 億多劑疫苗。這為我們

積攢了大量的疫苗經驗，”醫
學博士、工商管理學碩士、美
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醫務總監
Vice Admiral Vivek H. Murthy
說到。 “而我們在這些經驗當
中看到了兩件事情：第一，疫
苗在預防 COVID 方面仍然非
常有效。 第二，它們還保留了
非常強大的安全性。”

AANHPI 社區在疫情期間
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包括由於
語言障礙、對計算機技術的熟
悉程度低、錯誤信息以及對疫
苗或疫苗背後的科學的誤解而
難以獲得有關 COVID-19 和疫
苗的信息.

“作為一名科學家，最讓
我擔心的是缺乏關於 AANHPI
人群的分類數據，”美國衛生
與公眾服務部醫務辦公室中尉
Adelaida M. Rosario博士說。

“缺乏針對我們多元人種的特
定數據掩蓋了由社會經濟、健
康和可及性所造成的不平等現
象。 這樣會讓我們的多族裔社
區不被看見，讓人覺得隱形。
”醫學專家們一致同意以下的
CDC指南盡快接受疫苗注射，
來保護能到你的家人，親人和
社區。所有 12 歲及以上的人
現在都有資格接種 COVID-19
疫苗。

“我們儿科醫生建議家中
有 12 歲及以上孩童的父母應
該儘早帶孩子接種疫苗。這是
確保學生和老師安全的最佳方
式，” 沈愛梅醫生說到。
“打疫苗的好處要遠遠大於潛
在的風險。”

沈醫生也提到關於疫苗副
作用的問題。 “有副作用是正
常的，這樣我們才知道我們的

免疫系統有效果。”她說，
“副作用因人而異，有些人會
出現手臂酸、低燒等症狀，但
是這些都是暫時的情況。”

現場的醫學專家分享說，
人們對疫苗有疑問是正常的。
但現在這些疫苗已經被證明是
安全有效的。醫生鼓勵大家與
您信任的人進行可信的對話，
以便消除疑慮。

“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
”沈醫生說。 “隨著政府出示
更多的證據，我們所有醫護人
員全部都接種了疫苗，就是為
了保護自己也是為了更好地幫
助病人。”

除了沈醫生為華人媒體朋
友主持了這次問答會之外，其
他會議還由來自全美各地的菲
律賓裔、韓裔、日裔、夏威夷
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南亞裔

和越南裔醫生主持，他們提供
了基於事實的信息來解決各自
社區的疑慮，並提高對疫苗安
全性和有效性的認識。
有關疫苗的更多信息

在接種任何疫苗之前，請
務必諮詢您的保健醫生。如果
您正在尋找其他資源，請向您
信任的當地領導人求助。如果
您可以上網並能夠在線搜索信
息，請訪問CDC等可信來源、
訪問vaccines.gov或將您的郵
政編碼發送至 438829以查找
您附近的疫苗點。抗擊疫情，
我們可以一起做到。
關於抗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

HHS COVID-19 公共教育
推廣活動 ( wecandothis.hhs.
gov ) 是一項全國性舉措，旨在
提高公眾對 COVID-19 疫苗的
信心和接受度。

美國醫務總監和醫學專家發表關於 COVID-19 疫苗進展的講話：“抗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
Vivek Murthy 博士、Adelaida Rosario博士和沈愛梅醫學博士為華人社區分享有關COVID-19疫苗安全性的信息

關於COVID-19 疫苗的全國 AANHPI 新聞發布會
Vivek H. Murthy，醫學博士、
工商管理學碩士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
海軍中將、美國公共衛生署署
長

Vivek H. Murthy 博士於 2021 年 3 月被美國參議院確認擔任美國
第 21 任衛生署署長。作為這個國家的醫生，衛生署署長的使命是
通過提供可用的最佳科學資訊，為公眾提供清晰、一致的指導和
資源以及確保我們的服務可以延伸到最脆弱的社區來恢復信任。
Murthy 博士作為美國公共衛生服務團的海軍中將指揮著一支由 6,
000 名敬業的公共衛生官員組成的隊伍，為國內外最缺乏服務和
最脆弱的人群服務。

Adelaida M. Rosario，哲學博士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

美國公共衛生署署長辦公室副
將

Tim Wang 是 TDW+Co 的創始人兼負責人。 TDW+Co 是一家
以使命為導向的傳播機構，致力於創造有意義的對話，在不同社區
內激發積極的社會影響。 Tim 在西雅圖、洛杉磯和紐約的三個辦公
室擔任首席戰略官、創意總監和造勢者，為公司整體業務和增長提
供願景和方向，領導超過30 人的團隊，業務領域涉及戰略、創意、
媒體和客戶服務。他領導了數百場活動，利用基於社區的見解，以
18 種語言在全國各地開展有影響力的活動。他的多元文化交流和外
展活動在眾多行業創意獎項競賽中獲得了全國認可，在 3AF、Effies
、ANA Multiculture 和許多其他獎項中獲獎。今天，Tim 將繼續他的激情，建立一個強大且可持
續的組織文化，確保 TDW+Co 始終如一地區實現其使命、願景和價值觀。他很享受與 4 歲兒
子 Elijah 在一起的時光，同時在為母校太平洋路德大學打過大學籃球後，他直至今天仍然是一個
狂熱的籃球愛好者。

Adelaida M. Rosario 博士研究行為與社會和文化決定因素之
間的聯繫，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著不同少數族裔社區的健康差
異。她曾與西班牙裔和太平洋島民合作，研究這些因素與幼兒發
展、心理健康、危險行為、HIV/AIDS 預防和藥物濫用之間的關係
。 Rosario 博士參與了多項工作和合作，以增加生物醫學和聯邦
勞動力的多樣性。她在佛羅裡達國際大學 (FIU) 獲得了社會福利博
士學位，在關島大學獲得了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研究碩士學位，
以及在 FIU 獲得了心理學學士學位（輔修宗教研究）。

Tim Wang
華盛頓州西雅圖

TDW+Co
創始人兼負責人

陳鴻傑醫生在舊金山設有獨立的醫療辦公室。他是一位技術嫻熟的醫
生，擁有超過 30 年的內科經驗。陳醫生活躍於社區。作為一名雙語醫生
，他在日常實踐中為大量來自中國和亞裔的移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他扮
演著橋樑的角色，將新移民和單語患者與美國主流聯繫起來。

陳醫生在華裔美國人社區享有盛譽，因其優質和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
贏得了無數獎項。 2015年，他被評為傑出華人，並受到市長和市監事的
表彰。他還曾在舊金山華人醫院擔任患者護理委員會主席和內科主席。他
目前是美亞醫療集團 (AAMG) 的董事會成員。

陳鴻傑(Kenneth Chang)，醫學博士
內科醫師
美亞醫療集團 (All American Medi-

cal Group)
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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