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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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6/26/2021

（中央社）美國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
重大法案，以全面改革反托拉斯法律來遏止大型
科技公司權力，預料將會在國會展開激烈攻防。

在為期兩天的馬拉松會議上，眾議院司法委
員會成員通過6項法案，主要針對谷歌（Google
）、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和臉書
（Facebook）的商業行為。

最後一項法案限制科技平台在橫跨多個業務
領域的控制能力，這可能為分拆一些大型公司打

開大門。這項法案以21比20票驚險過關。
這項法案的發起人、眾議員傑亞帕爾（Pra-

mila Jayapal）說，名為 「終止平台壟斷法」的這
項立法，目的是要對付 「當平台擁有多個業務領
域，容許平台利用其守門人權力有利於自身服務
或不利於競爭對手，這類利益衝突的根本不公平
性」。

反對這項提案的共和黨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 ）表示： 「作為自由市場的保守派，我

深信除非企業從事明確定義的反競爭行為，否則
我們不應該妨礙它們，我們應該讓它們成長、成
功或自取敗亡。」

這些法案將提交眾議院全院審議，在科技界
和其他眾議員強烈反對下，預料將會引發爭議性
辯論。任何法案都需要參眾兩院通過以及總統簽
署才能成為法律。

瞄準科技巨頭瞄準科技巨頭 美眾院司委會通過美眾院司委會通過66反托拉斯法案反托拉斯法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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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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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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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n of Surfside in
Miami-Dade County
Florida, a 12-story
condo building partly
collapsed on Thursday
morning. At least one
person was confirmed
dead and 51 persons are
unaccounted for.
Witnesses said the
whole building shook like
an earthquake, then the
building was flat as a
pancake in the dust.

More than 80 units of
Fire and Rescue people
came to the rescue. A
boy was being pulled
from the rubble and was
yelling, but firefighters
were able to rescue the

boy.

The rescue crews used
ladder trucks to rescue
residents from balconies
and have cleared all
units that were not
damaged in the collapse.

The White House
released a statement
hours after the horrific
incident saying that the
White House and FEMA
are in contact with local
officials to provide
assistance if needed.

The Surfside condo
collapse represents the
reality that our nation’s
infrastructure is long

overdue. This building is
over fifty years old as
are many of our
buildings in many major
cities.

We fully support
President Biden’s
Rebuild America project.
When we look at our
airports, highways and
bridges -- all of them
need to be rebuilt.

We also want the
owners of buildings all
over the nation to check
your propert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foundations
and structures are sound
so we don’t repeat this
tragedy again.

0606//2525//20212021

Tragedy In ParadiseTragedy In Paradise

位於佛羅里達州邁阿
密附近的斯塞市一棟十二
層高，完工於一九八一年
的一百三十戶共渡房，於
週四上午一時半突然塌陷
，至少一人证實死亡，五
十多位住戶下落未明。

目擊者說，這像是一
次大地震， 事發後數十輛
救護車到達現場，把許多
在陽台上的住戶營救出來
，初步認定是附近新的建
築影響到了這坐樓的地基
下陷。

白宮在事發後立即發
表聲明，並指示聯邦緊急
救助單位和當地政府联系
，並对傷亡住戶表示哀悼
。

此次住戶大樓之塌陷
，在全國實屬少見，美國
全國各地之大樓，許多已
經有五十年以上之歷史，
尤其是在邁阿密觀光城市
，許多新的更高之大厦，
都在改建，其地基會影響
到許多老舊的大樓。

拜登總統正在致力於
推動全國之基建工程，包
括各大城市之都市改造也
急不容緩，這座美麗的海
岸觀光大樓，飞來横禍也
有其原因，我們呼籲全美
各地凡是超齡五十年以上
的建筑物必須立即重新檢
查，以防悲劇之再度上演
。

觀光勝地觀光勝地 飛來橫禍飛來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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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已超過 80%的成人接種到
COVID-19疫苗，但單日新增確診卻回溫，原
因出在年輕人多未施打及Delta變異株肆虐；
以色列也出現近半新增確診多為打過疫苗者。

道瓊發行的金融周報 「巴隆周刊」（Bar-
ron's）指出，英國在17日達成80%成人至少接
種一劑 COVID-19 疫苗的里程碑，但原本已
降至千位數的單日新增確診，在 17 日同一天
則記錄到1萬1000例，是2月以來頭一遭。

首先現蹤於印度的 Delta 變異株來勢洶洶
，迫使英國首相強生將原訂6月21日全國解封
日順延4週。英國政府希望4週時間能爭取更
多人施打，在7月19日前讓所有成人都接種到
疫苗。英國目前有 4200 多萬成人已至少接種
一劑，相當於全體成年人口80.1%，當中3060
萬人完整接種兩劑，約占全體成人58.2%。

英國首席防疫官員惠提（Chris Whitty）
表示，未來幾週新增確診仍會呈升溫趨勢，恐
增加住院與病故人數。他還說不確定這波疫情
程度會多大，也警告今年冬天疫情恐捲土重來
，可能要再等5年才能看到疫苗全面把各類變
異株控制住的情形。

一份由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與市調機構 「易普森莫里」（Ipsos
MORI）共同負責的政府委託研究顯示，疫苗
接種率偏低的年輕族群，是這波確診增多的主
因之一。在4月15日到5月3日，確診者集中
在5到12歲與18到24歲兩個群體。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HE）18日公布的數
據，則凸顯Delta變異株是這波疫情升溫的另
一元凶。統計顯示，到6月8日的一週裡共累
計7萬5953例確診，較前段7天時間增加79%
，其中多達3萬3630例感染Delta變異株。

到6月14日的一週時間，總計806人因感
染Delta變異株住院，較前一週增加423人，住
院者裡527人未打疫苗，完整接種疫苗仍住院
只有84人。

美國 「財經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
導，以色列衛生部秘書長李威（Chezy Levy）
接受國營媒體訪問時表示，近期新增確診者裡
，約40%到50%的人有接種疫苗，導致以色列
疫情回溫的禍首也是Delta變異株，所幸打過
疫苗的確診者，症狀較沒打疫苗者輕微。

李威昨天表示，完整接種疫苗但仍感染
Delta變異株的確診者還是必須隔離。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截至今天
，以色列已有57%的人口完整接種疫苗。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HE）一份分析顯示
，完整接種兩劑輝瑞（Pfizer）&BNT 疫苗，
對COVID-19原始病毒株的防護力為95%，只
打一劑則為52%；但面對Delta株時，打完兩劑
的防護力掉到88%，一劑則為33%。

不過分析顯示，現有疫苗對防止重症仍極
為有效。完整接種兩劑輝瑞&BNT者，96%免
於重症住院；完整接種兩劑 AZ 疫苗者，92%
免於重症住院。

英國以色列疫苗接種率高
遇Delta株疫情仍升溫

賓州一位中學女生因為沒有被選為學校的
啦啦隊代表而心生不滿, 在校外用社群媒體
Snapchat以極其粗俗帶有F字開頭的髒話並豎起
中指去詆毀學校,校方知悉後對她進行處罰,她
的父母親認為女兒的言論自由受到侵犯，於是
把學校告上法庭,並從巡迴法庭進入最高法院審
理, 九位大法官最後以八比 一的絕對多數判決
認為學校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人民所擁有的
言論自由權,這位少女因而被平反。

最高法院的這項判決, 因牽扯到言論自由
和道德行為衝突的問題, 所以引發了爭論, 到底
自由與道德熟輕熟重 ? 自由的界線是什麼? 道
德的範疇有多大 ? 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深思和熟
慮。 在這樁判例中,顯然最高法院認為自由比
道德重要, 因為他們認為學校教育是在培養學
生自由的核心價值, 而該名少女在校外的言行
並沒有挑戰性的字眼(fighting words), 也未逾越
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範圍, 不過唯一持反對意
見的保守派黑人大法官克拉倫斯·湯瑪斯倒也
強調他的堅定立場, 那就是: 無論在校內或校外

, 學校都被賦予管教與監督學生的權利與責任,
因此在湯瑪斯大法官的認知中, 學校對於學生
在校外的言行監管並沒有逾越權限, 而且學生
言論的自由依然有界限, 凡是處及霸凌他人或
種族歧視的言行也不應該受到保護, 最終最高
法院裁決的結論是: 校方並未被禁止處罰學生
在校外的言行, 但必須有充足的證據證明違法
才行。

最高法院的判決造成的嚴重後果是, 學生
的道德沉淪,將來可以在校外用社群媒體肆無忌
憚的批評學校或他人,甚至無的放矢,發表偏激
言論, 因為他們誤認為最高法院給了他們一個
強大保護傘, 口出穢言並未侵犯到言論自由,所
以學校根本拿他們沒辦法。

中國人的教育比較重視道德倫理, 就以這
個案例來說, 中國父母親一定是先訓誡自己的
女兒墮落, 並對自己沒有管教好子女而感到愧
疚, 根本不可能去控告學校,而且這個案例如果
是由中國法官來審判, 其結果很可能是以一比
八扭轉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呢 !

【李著華觀點 : 自由與道德
最高法院的判決值得省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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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冠死亡病例突破50萬
多地民眾舉行抗議活動

綜合報導 據報道，巴西衛生部長

凱羅加當天證實，該國新冠肺炎累計

死亡病例突破 50萬例。對此，巴西多

地民眾當天舉行遊行示威，批評博索

納羅政府抗疫不力。巴西媒體預測，

該國新冠肺炎疫情或將進一步惡化，

累計死亡病例數未來三個月恐將超過

美國。

巴西衛生部傍晚公布的數據顯示，

該國 24小時內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82288例，累計確診17883750例；新增死

亡病例2301例，累計死亡500800例。巴

西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個累計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超過50萬的國家。世衛組織的統

計數據顯示，目前巴西累計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數排在全球第三，低於美國和印

度；累計死亡病例數排在全球第二，僅

低於美國。

記者觀察到，目前，巴西各大城市

的生活幾乎已恢復正常，餐廳、酒吧與

商店開放，街上許多人都沒戴口罩，但

疫情其實仍相當嚴重。“G1”稱，自去

年4月8日起，巴西已連續428天排進全

球新冠肺炎死亡率前10名。今年1月至4

月巴西疫情最為嚴峻，要求商鋪暫停營

業等防疫措施見到成效，5月死亡率逐漸

降低。此後各地紛紛解封，而全國日增

死亡病例數仍徘徊在2000例左右。26個

州和首都聯邦區當中，19個地方情況嚴

峻，重癥監護病房爆滿，其中部分州不

得不轉移重癥病例到其他州。巴西媒體

預測，按照當前速度，巴西累計死亡病

例數可能會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內超過

美國。

根據世衛組織 15日發布的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周報，拉美和加勒比地區

已有 25 個國家報告發現新冠變異病

毒，其中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巴

拿馬報告了全部 4 種被世衛組織標

記為“需要關註”的變異病毒。世

衛組織下屬的泛美衛生組織新冠肺炎

事務負責人阿爾迪吉耶裏說，目前

“伽馬”變異病毒在巴西處於主導地

位，也給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周邊

國家帶來嚴重影響。

“G1”稱，巴西雖然已經接種疫苗

超過8400萬劑，但按人口計算接種率仍

然偏低。超過 52% 的美國人已經至少

接種了一劑疫苗，44% 的人接種完全劑

量疫苗，這一數字遠高於巴西（28%和

11%）和印度（15%和3.5%）。截至目前

，巴西疫苗接種人口比排在全球第67位

，相當於每 100 名居民接種39 劑疫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稱

，博索納羅政府因放棄早期購買疫苗的

機會，遭到民眾強烈指責。疫苗生產廠

商輝瑞表示，去年8月至11月期間，該

公司對巴西政府出售疫苗的提議沒有得

到回應。CNN還提到，巴西近日在阿根

廷和哥倫比亞拒絕主辦美洲杯足球聯賽

後主動接盤，加劇了該國衛生系統的混

亂局面。

“G1”稱，19日，巴西全國各地有

數千人走上街頭，抗議總統博索納羅的

防疫措施，批評聯邦政府不僅采購疫苗

不力，還質疑戴口罩的必要性。除各州

首府和首都聯邦區外，巴西全國另有至

少118個城市爆發遊行。抗議者要求提

供更多疫苗、博索納羅下臺、政府提供

每人每月 600雷亞爾（約合人民幣 760

元）的緊急援助、消除饑餓和貧困以及

保護環境和土著人民的權利等。在聖保

羅，戴著口罩的抗議者高喊反對博索納

羅的口號，並呼籲“手臂上有疫苗，盤

子上有食物”。在裏約熱內盧，示威者

同樣要求增加疫苗接種。

隨著明年巴西總統大選的臨近，

博索納羅的支持率不斷下降。巴西民

調機構Datafolha上個月的一項民調顯示

，博索納羅的支持率降至新低，僅24%

的巴西人認為他的政府“好”或“偉

大”。

巴西媒體提到，今年年初，巴西小

城塞拉納全面接種了中國科興公司的克

爾來福疫苗。巴西聖保羅州政府5月31

日公布的試驗結果顯示，全面接種完成

後，與試驗開始之初的數據相比，當地

新增有癥狀新冠病例數下降80%，住院

人數下降 86%，新增死亡病例數下降

95%。巴西伯南布哥聯邦大學教授阿爾

布開克近日接受采訪時表示，塞拉納的

成功經驗表明，戰勝新冠病毒及變異株

的希望在於大規模接種疫苗。此外，巴

西專家還建議，政府應采取大規模新冠

病毒檢測，各地方政府可以與大學合作

，提升新冠病毒檢測能力。巴西流行病

學家哈拉爾稱，南半球冬季將至，如果

還沒有限製性措施和封鎖，巴西的死亡

人數將繼續上升，直到疫苗接種率達到

40%為止。

巴拿馬建“疫苗生產中心”
預計2024年可本地產疫苗
綜合報導 巴拿馬國家科學技術與創新秘書處近日表示，巴拿馬正

在按計劃建立“疫苗生產和生物製藥區域創新中心”，預計到2024年能

初步製備本地產新冠疫苗。

據報道，巴拿馬國家科學技術與創新秘書處國家秘書愛德華多•奧

爾特加近日表示，首都巴拿馬城附近的“疫苗生產和生物製藥區域創新

中心”正在按計劃建設中。據悉，建立該中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開發

和製造應對緊急衛生危機所需的疫苗及藥品，並在未來向整個中美洲和

加勒比地區提供生物技術支持。

奧爾特加表示，該中心將於2023年建立起一個研究開發機構，並於

2024年建立起一個小型疫苗生產工廠，該工廠將具有生產疫苗、單克隆

抗體及其他藥品的能力。隨著這個工廠生產能力的逐步穩定，巴拿馬未

來將能夠為中美洲地區每年生產約3000萬劑疫苗。

奧爾特加指出，該中心將有助於降低包括巴拿馬在內的中美洲國家

對全球其他疫苗供應商的依賴，同時該中心也將為專業人才提供大量就

業機會，推動生物製藥相關產業的發展，並在未來吸引跨國公司開展商

業合作。

奧爾特加也表示，目前他們正在與印度的疫苗生產公司進行談判，

以協助巴拿馬在2024年製備本地產新冠疫苗。此外，巴拿馬方面還計劃

開發治療其他疾病，如南美錐蟲病、利什曼病、瘧疾、宮頸癌和乙型肝

炎等疾病的疫苗和藥物。

哥倫比亞女子入職體檢發現懷孕被拒錄用

法院啟動保護令
綜合報導 近日，哥倫比亞一名女性向憲法法院提起訴訟，稱自己入

職後被通知在入職體檢中檢測出已懷孕，隨後被公司告知不予錄用。對此

法院判定，公司這一做法屬於歧視，法院將對該名女性啟動保護令。

據報道，在提交的訴訟材料中，該名女性指出，她接受了公司提供

的體檢，但從未收到體檢結果，僅在開始工作後被公司告知她已懷孕2

個月。由於尚未與公司簽訂合同，公司告知她無法被錄用。

在該案件審理結束後，哥倫比亞憲法法院宣布，除了能夠出示證據

證明工作內容對孕婦有害外，任何企業不得在入職時強製要求女性員工

檢測是否懷孕。不僅是孕檢，入職時企業所強製要求的任何特定體檢項

目都必須給出相應理由，禁止要求員工做任何與崗位無關的檢測。

這一規定旨在保護孕婦及性疾病患者的權益，使其避免在求職過程

中受到侵害。對於入職體檢的結果，檢測機構需在得到體檢人授權後方

可轉交給企業或其他第三方，且員工對體檢結果有絕對知情權。

“在進行入職體檢時，雇主和衛生當局有義務保證員工的選擇權、

隱私權和知情權。”憲法法院第九復議庭法官阿爾貝特· 羅哈斯· 裏奧斯

重申。此外，憲法法院還強調，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法律，均明確了需

維護工作領域中的性別平等，反對任何歧視行為。

哥倫比亞憲法法院通知勞工部和國家衛生監督局將加大宣傳力度，

並監督雇傭方對該規定的遵守。

國際空間站宇航員再次進行太空行走
更換太陽能板

綜合報導 國際空間站的

宇航員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進

行了第二次太空行走，以安裝

新太陽能電池板。

據報道，上周，法國宇航

員佩斯凱和美國宇航員金布羅

試著展開一組高科技太陽能電

池板中的第一個，但宇航服和

其他問題阻礙了其工作。金布

羅宇航服的顯示控製面板出現

故障，他不得不返回氣閘對其

進行重置。他的冷卻系統記錄

了一個瞬間的壓力峰值。工程

師仍在評估出了什麽問題。

金布羅這次穿上了不同的宇航

服，以避免上次遇到的麻煩。他們

從上周停止的地方重新開始工作。

報道稱，NASA最初為這項

工作分配了兩次太空行走，每次

安裝一塊太陽能電池板。但考慮

到所有早期的問題，管理人員增

加了第三次太空行走。佩斯凱和

金布羅將在下周再次太空行走，

完成本月早些時候SpaceX運送來

的第二塊面板的安裝工作。

第一對被替換的是空間站

最老舊的太陽能翼，它們在連

續運行20年後正在功能退化。

SpaceX可能將在2022年再運送

兩對新太陽能電池板。

報道指出，盡管比原來的面

積小，新的太陽能電池板可以產

生更多的電力。如果NASA希望

空間站在剩余時間裏保持運行，

並接待私人遊客，那麽空間站需

要重新煥發活力。

加拿大將對完成
疫苗接種的旅客放寬入境限令
綜合報導 在因應新冠疫情實施有限

度“封關”460天之後，加拿大政府6月21

日宣布其放寬入境限令的第一階段措施。

自7月5日午夜起，已充分接種新冠疫苗

的入境旅客不必再進行隔離及第8天的病

毒檢測。

享受這一寬松政策的前提是，旅客必

須在入境的14天前已充分接種加官方審批

通過的疫苗，同時必須提供英、法語接種

證明文件或經認證的翻譯件。目前加官方

認可的疫苗包括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

和強生公司研製的新冠疫苗。

屆時，符合條件的航空入境客也無需

到官方指定酒店接受強製隔離。但入境旅

客仍須遵循其他防疫要求，包括出發前和

入境時接受病毒檢測、提供適當的隔離計

劃、保留入境14天內的密切接觸名單，以

及必須無癥狀，並在公共場合保持佩戴口

罩等。同時，加官方將會取消赴加旅客的

出發前體溫測量。

另外，即日起，任何持有有效永久居

留權確認書的外國公民將被允許入境加拿

大。

目前可入境加拿大的旅客絕大部分為

加國公民或永久居

民。對於沒有實現

完全接種的旅客而

言，加拿大現行的

入境限令沒有任何

變化。

加拿大政府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

禁止非加拿大公民

或永久居民的大部

分旅行者入境。從

當年 3月 21 日起，

加拿大與美國之間

的邊境線也實行有

限度“封關”，禁止旅遊和休閑目的的

“非必要跨境旅行”。

加拿大近日已宣布將加美之間的通關

限令延長至7月21日。

此外，鑒於印度的病例數量仍居高

不下，加拿大對所有來自印度的直飛商業

或私人客運航班的入境禁令也延長至7月

21日。

加當局表示，暫不會進一步放開邊

境，同時繼續強烈呼籲加拿大人避免非必

要旅行。官方亦籲請民眾積極配合，接種

疫苗。

目前加拿大累計病例數近 141 萬

例，死亡逾 2.6 萬例。每日新增病例

數近日已降至千例以下。加拿大符合

接種資格的人群中，現已有 75%的人

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逾 20%的人完

成兩劑接種。部分省份已陸續宣布將

從 7 月上中旬開始全面解除防疫限製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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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近日同意分3項協議對菲軍售，
這將是菲律賓首度獲得F-16戰鬥機。美中競逐升溫下，菲國
感受到北京在南海帶來的威脅，軍方力推採購多用途戰機，強
化空中戰力。

美國國防部24日宣布，國務院已同意分3項協議對菲軍售
，包括F-16戰機、響尾蛇空對空飛彈與魚叉反艦飛彈等，總
價值逾25億美元（約新台幣700億元）。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DSCA）聲明中說： 「讓菲國擁有
配備精準彈藥的戰機，有助菲軍在菲國南部的反恐作戰，並可
改善菲軍戰力以應付當前與日後的威脅。」聲明雖沒提到中國
，但指魚叉飛彈可讓菲國 「對付或嚇阻海上挑釁、沿岸封鎖與
兩棲攻擊」。

事實上，來自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的菲國總統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2016年上任後，與南海相較，軍事重點相
對放在伊斯蘭極端勢力和菲共游擊隊橫行地區。

杜特蒂上任3個月後，在總統座機聯隊慶祝活動上說，菲
律賓需要的是可以在民答那峨對付叛軍的螺旋槳飛機， 「我不
需要 『那些噴射戰機』、 『那些F-16』，那對我們沒有用。我
們不打算用它來對抗任何國家」。

他於2018年出席東民答那峨島軍區活動重申，菲律賓需要
的是螺旋槳驅動的飛行器，例如攻擊直升機和小型飛機，用以
對付菲共游擊隊、阿布沙伊夫（Abu Sayyaf）等叛亂組織及恐
怖分子。

對於F-16戰機，杜特蒂當時說： 「預算多少？我們能買
多少架？2架？3架？做什麼？對付中國嗎？」

針對南海爭議，杜特蒂去年發表國情咨文時，也表達出較
前朝艾奎諾（Benigno Aquino III）政府消極的維護主權立場。

杜特蒂當時說： 「中國在聲索它（南海），我們也聲索它
。中國有武器我們沒有，就這麼簡單。…除非我們準備要打仗
，我建議我們最好偃旗息鼓，在外交上努力。」

不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年1月上台後兩天，
北京當局通過海警法，授權海警在 「中國管轄海域」動用武器
。菲律賓外交部長陸辛（Teodoro Locsin Jr.）表示，這項法律
是對任何違抗此法的國家的 「口頭戰爭威脅」，並對中國提出
外交抗議。

今年3月下旬以來，菲中南海爭議更加白熱化。
馬尼拉當局指約220艘中國海上民兵船集結南沙群島牛軛

礁（Whitsun Reef），要求離開菲國專屬經濟海域。接連提出
外交抗議無效後，兩國官員不僅開始脣槍舌戰，菲律賓海巡署
和漁業暨水產資源局更罕見地在菲國專屬經濟海域展開演習。

對杜特蒂而言，任期即將進入最後一年，雖然憲法規定國
家元首無法連任，但杜特蒂長女薩拉（Sara Duterte）競選下屆
總統聲勢高漲，執政當局也須對反對陣營挾民意要求維護南海
主權的猛烈炮火有所回應。

至於美國方面，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下台前，就
有多位軍方和國安高層接連訪菲，移交狙擊和反制急造爆炸裝

置（anti-IED）、掃描鷹（ScanEagle）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等軍
事裝備給菲國。

美中競逐態勢下，美國駐菲大使館22日宣布，美國軍方已
將價值1.83億披索的武器裝備送達菲國軍方，將有助於強化菲
律賓軍隊反恐和 「海上安全」實力。

美國大使館表示，2015 年以來，美國提供菲律賓價值逾
486億披索（約新台幣279.83億元）的軍事裝備與安全援助，
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給予最多軍援的國家。

今年6月7日，菲律賓國防部長羅倫沙納（Delfin Lorenzana
）在菲國國慶前夕向軍隊談話時強調，菲律賓軍方 「正密切監
控我們的群島，還有各個縫隙角落，包括（菲國最北端的）雅
米島（Mavulis）、菲律賓高地（Philippine Rise）、西菲律賓海
，以及國家南部其他島嶼」。

菲律賓高地位於呂宋島東方海底，原名班哈姆高地
（Benham Rise），聯合國2012年宣布是菲律賓大陸棚一部分
。杜特蒂2017年5月下令更名為菲律賓高地，以宣示主權。

西菲律賓海是菲國主張在南海擁有主權的部分，大致為菲
律賓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範圍。

南海緊張情勢升溫之際，羅倫沙納 5 月初透露，菲律賓
「正推動採購多用途戰機，因為這是保衛我國領空不受任何形

式威脅，並執行菲律賓防空識別區（監控）的關鍵力量」。

拜登與跨黨議員妥協
基建預算縮水犧牲氣候因應

美中競逐南海成重地美中競逐南海成重地
菲軍方推動採購多用途戰機菲軍方推動採購多用途戰機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拍板一份協商後的兩黨預
算協議，金額約為1兆美元，以便全美基礎建設計畫挹注新開
支，但犧牲了因應氣候變遷的一些措施。

路透社報導，白宮與國會議員歷經數月協商後，拜登今天
在兩黨議員陪同下於白宮外告訴記者： 「我們達成協議了。」

「華盛頓郵報」報導，但拜登隨後表示若國會的民主黨人
無法同時拿出一份黨版的支出優先事項包裹方案，以支撐美國
社會安全網，這次達成的預算協議就作廢，因為妥協基建預算
與採納民主黨的支出優先事項，兩者缺一不可；但大多數共和
黨人都反對民主黨版的支出優先事項。

這次的兩黨預算協議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波特曼（Rob
Portman）、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席納瑪（Kyrsten Sinema）等10
名參議員草擬，將於5年支出9730億美元（或8年1.2兆美元）
；白宮公布的細節顯示，當中5790 億美元是沒有撥入其他計
畫的新預算開支。

5790億美元新開支裡包括3120億美元用於交通計畫、550
億美元用於供水基礎設施、650億美元用於寬頻。

相關數字由兩黨各5位參議員經數週協商而得出。

兩黨協議的基建預算金額遠不及拜登今年4月所提基建措
施規模，且基本上捨棄了拜登原本的1.8兆美元 「美國家庭計
畫」；家庭計畫聚焦社會安全網，拜登稱其為 「人道基建」。

拜登說： 「協議裡沒有一方全拿，這也是妥協的意義所在
，反映重要意涵、共識。民主的核心就是講求共識。另一深層
問題是，民主能否在21世紀與獨裁競爭。這（基建預算）是強
化競爭的重要一步，也是向海內外傳達訊息，以示美國的民主
能辦到。」

白宮為這份妥協版的預算列出十多項財源，但對尋覓財源
措施能否奏效、究竟能籌集多少銀彈，今天卻幾無拿出具體細
節。

這次兩黨協議的主要財源包括：縮減 「租稅缺口」，即美
國國稅局（IRS）應收稅款與實際收獲的落差；將未用到的聯
邦失業補助、防疫紓困等變更使用。白宮還說財源另包含延長
海關使用費、對化學品徵收 「超級基金」稅，以及5G頻譜拍
賣收益。

參與起草協議的共和黨參議員波特曼表示，約有800億美
元未用到的防疫紓困金額，將變更用於基建支出， 「這並非他

們偏好的選項，但卻是妥協的一環」。
「紐約時報」指出，這次的兩黨預算協議幾已無拜登原本

雄心勃勃、要大砍化石燃料汙染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計畫。
拜登本欲藉原先包羅萬象的基建預算，打造全國 「潔淨電

力標竿」，要求電力公司逐漸增加風能、太陽能和其他發電來
源，直到不再排放二氧化碳，如今卻被兩黨預算協議剔除，連
對清潔能源的稅務獎勵也都被刪。

民主黨領袖與環保人士希望把因應氣候變遷的方案改列到
各別基建預算裡，因各別預算可透過所謂 「預算調解」的方式
快速通過；預算調解無須共和黨支持，只需簡單多數表決通過
即可。

不過參議院規定，透過調解程序立法，須與聯邦收入直接
相關，像稅務與支出；參議院的議員們也可認定 「潔淨電力標
竿」不適用預算調解。

拜登早先提出金額達6兆美元（約新台幣169兆元）預算
案，擘劃他心中聯邦政府在經濟、民生乃至與中國競爭裡更吃
重角色，透過對富人與企業加稅，大增基建、公衛與教育開支
。如今的妥協版已大幅縮水。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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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的 JR 山手線電

車供電系統異常，全線停駛約 4 個多

小時。調查原因發現，是東京都澀谷

區變電所附近的的輸電電纜龜裂，導

致變電所自動停止供電，影響約 16 萬

名旅客。

報道稱，20日下午5時30分左右，位

於東京都澀谷區的JR東日本公司變電所

供電系統異常，導致東京交通大動脈JR

山手線暫時停駛，其他JR中央線、埼京

線等多條路線電車部分區間也受影響；JR

山手線電車約在晚上9時30分左右恢復通

車。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JR東日本公

司表示，供電系統異常的原因，是東京

都澀谷區變電所附近的的輸電電纜出現

龜裂，變電所偵測到漏電，因此自動停

止供電。

JR東日本公司說，這條電纜直徑約3

厘米，表面龜裂長數厘米，2020年8月定

期檢查時並未發現異常。

這起供電異常影響山手線、埼京線等

6個路線，最長停駛約4小時30分鐘，約

有16萬名旅客受到影響。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稱，JR東日

本公司原本預計受此影響，21日山手線可

能需減班1成，不過因已完成修復作業，

今天上午首班電車開始即按照既定時刻表

行駛，並未減班。

日本東京都等9地解除
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等9地解除緊急狀

態日本東京都等9地的新冠疫情緊急狀態解

除，但其中7地仍將實施管控力度稍弱的

“蔓延防止等重點措施”。

當天，東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北海

道、愛知縣、兵庫縣、福岡縣7地解除緊急

狀態後，將實施“蔓延防止等重點措施”至

7月11日。岡山縣和廣島縣兩地則直接解除

緊急狀態。醫療資源仍緊張的沖繩縣繼續維

持緊急狀態至7月11日。

此輪緊急狀態從4月25日開始，從東京

都、大阪府等4地逐漸擴大到了10地。

日本共同社報道稱，若緊急狀態和“蔓

延防止等重點措施”繼續實施，則大型活動

的觀眾人數上限和以往一樣為5000人，據分

析這是考慮到了將於7月23日開幕的東京奧

運會。

共同社於19日和20日進行了一項日本

全國電話輿論調查，其中 50.8%的受訪者

認為東京都等7地由緊急狀態轉為“蔓延

防止等重點措施”為時過早；86.7%的受訪

者對“東京奧運或將導致疫情再次擴散”

感到擔憂；40.3%的受訪者認為奧運應“空

場舉辦”。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統計，截至20日

，日本新冠肺炎累計確診達785257例。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等部門的最新統計，

截至17日，日本累計接種新冠疫苗約2888.7

萬劑，約812.4萬人已完成兩劑接種。

“三拋族”增加 韓媒：
600年後，最後一個韓國人或消失

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於拋棄戀

愛、拋棄結婚、拋棄生育的“三拋族”

現象在新冠疫情下愈演愈烈，韓國出現

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爭議性話題，如

“女性是否也應該義務服兵役”等。一

些“三拋族”決定及時行樂，成為購買

奢侈品的主力軍，以享受單身生活。韓

國目前維持著60萬人規模的現役部隊，

如果“三拋族”問題持續加劇，再過20

年韓國兵源將減少一半。韓國輿論還擔

心，未來這種觀念和低生育率一旦持續

下去，韓國或將成為“全球首個消失的

國家”。

《韓國日報》報道稱，造成韓國

年輕人“三拋”的原因很復雜，包括

經濟低迷、高學歷人群比例增加、價

值觀變化等。近來，“三拋”現象甚

至已經開始向“N拋”演變。新加坡

《海峽時報》報道稱，延世大學心理

學系教授李東龜表示，現在年輕人放

棄談戀愛、結婚、生育主要和經濟問

題有關——去年開始肆虐的新冠疫情

讓原本就不景氣的就業市場更加不景

氣。

根據今年4月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

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況報告》，韓

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1，連續兩年排名

倒數第一。《首爾經濟》稱，2020年韓

國正式進入人口的一個拐點，即死亡人

口數超過出生人口數。2020年，韓國戶

籍登記人口數量首次出現減少，總登記

人口不足5200萬。如果按照目前的低生

育率發展下去，據人口學家估計，韓國

到2100年的人口將減少至1800萬至2000

萬。悲觀的估計是，到2600年至2700年

，最後一個韓國人也將消失。

變異毒株迅速蔓延
“德爾塔+”引發印度各界擔憂

根據印度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過去

24小時，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

過4.2萬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997萬

例，累計死亡逼近39萬例。與第二輪疫

情最高峰的單日新增40多萬相比，目前

單日新增病例數已經有了明顯的下降，

印度各地也在近期開始了逐步解封的過

程。

不過，德爾塔變異毒株的迅速蔓延，

以及它的進一步變異體“德爾塔+”的出

現，還是引起了印度國內各界的擔憂。

印度多地已報告“德爾塔+”感染
病例

《印度斯坦時報》報道說，雖然目

前印度衛生部門還沒有將“德爾塔+”

列入“值得關註的變異毒株名單”，但

是目前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喀拉拉

邦、中央邦等地都已經報告了“德爾

塔+”的感染病例。

《今日印度》報道說，一些衛生專

家擔憂，“德爾塔+”或許有能力，逃

避因為感染或打疫苗所產生的抗體。也

有一些媒體表示說，“德爾

塔+”或許是目前已知“最

危險”的變異毒株。

尚無證據表明“德爾
塔+”已大規模傳播

也有專家表示說，關於

“德爾塔+”傳染速度更快

的說法，目前沒有足夠的證

據，還不能下定論。

此外，從25000個樣本中，檢測出

20多例“德爾塔+”的感染病例，也不

足以說明該變異病毒已經在印度大規模

的傳播，已知的感染病例，也是以輕癥

為主，相關的情況，依然有待進一步的

觀察和研究，呼籲民眾不要過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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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經過
一代又一代航天奮鬥者和攀登者的接力和
傳承，我國航天事業從零起步，從無到
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走出了一條自
力更生，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企業文化部部長王亞軍24日接
受媒體訪問時指，新時代的航天強國藍圖
正徐徐展開，未來將有一系列的航天任務
開啟，包括發射“嫦娥六號”、“嫦娥七
號”、“嫦娥八號”探測器，在2025年前
後實施近地小行星採樣返回等。

王亞軍表示，中國航天事業創造了如人
造衛星、載人航天、月球探測、火星探測等
輝煌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社會和中國力
量，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真正挺直腰桿，
特別是近年來“長征五號”系列運載火箭成
功首飛、“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
成開通、“嫦娥五號”實現首次地外天體採
樣返回、“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着陸火
星、空間站建設全面鋪開等，形容中國航天
以一系列標誌性工程，推動中國人探索太空
的腳步更穩更遠，使中國成功進入世界航天
第一梯隊。

去年航天發射39次負載103噸
中國航天事業亦有亮麗的成績數據。

王亞軍指出，去年中國共開展了39次航天
發射，發射航天器總質量103.06噸，發射
次數和載荷質量位居世界第二。另外，截

至目前中國已經先後研製了20種型號的長
征系列運載火箭，累計發射300多次，可靠
性、安全性和入軌精度達到世界領先水
平。

下半年再送人進太空站
他表示，新時代的航天強國藍圖正徐徐

展開，今年下半年還將實施兩次載人航天工
程任務、發射“天舟三號”客運飛船、護送
“神舟十三號”航天員進入空間站；明年將
發射兩個空間站實驗艙，要建成長期有人照
料的載人空間站。在月球探測領域，將發射
“嫦六”、“嫦七”、“嫦八”探測器，進
行月球極區環境資源勘察，月球極區採樣返
回等任務。2025年前後，將實施近地小行星
採樣返回，和主
帶彗星環繞探測
等。

在航天事業
的新征程上，王
亞軍衷心希望並
歡迎與香港科研
團體繼續攜手，
加強合作，共同
見證和推動中國
航天走向星辰大
海的光輝，為人
類航天文明作出
更大貢獻。

未來三次探月採樣返回

●王亞軍介紹了國家未來
航天工程的具體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航天科學家團隊

訪港，受到香港市民熱烈歡

迎，他們亦親切地稱呼科學家

們為“ 宇宙天團”，尤其大學的

講座被校方形容為曠久未見地氣氛

熱烈。多名專家團成員 24日在接

受媒體集體訪問時直言“熱烈程度

是我們沒想到的”，他們多次表示，歡迎港青加入航天

隊伍，學有所成後，為國家航天貢獻力量，並為有志成

為航天員的港青提供“貼士”，包括三大條件：需要強

壯的身體、良好的心理狀態，同時亦要具備相應的科學

知識，如是專業性強的科學家，更可帶着項目進入空間

站進行研究。而就即將與香港中學生互動交流，專家們

更希望當中有人能受祖國科研成就啟發，期盼“未來在

這些年輕人中可能會產生一個來自香港的總（設計）

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唐文

嫦四總監：巾幗優勢助協調團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嫦娥四

號”探測器項目執行總監張熇是本次航天專
家團中為數不多的女性，她端莊自信，對航
天工作娓娓道來，是現代事業女性典範。張
熇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新時代下，“我們
航天團隊中，有女總師、女總指揮、女工藝
師，生產環節還有女操作大師，女性在整個
團隊中大概佔比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數目
並不少；她們都在各自崗位上發揮了積極作
用，很多人都擁有幸福的家庭，要平衡家庭
與事業，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困難。”

張熇1993年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

學，當年學習航天專業的女生很少，但她仍
然堅持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事實證
明，只要具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性格堅韌，
能夠適應航天工作的工作強度，女性也能成
就一番事業。”

“發射‘嫦娥三號’的時候，我是副
總師，四號的時候，我升任執行總監，承擔
了更多職責，並最終在團隊合作下，圓滿完
成了任務。”她認為，相對男性，女性心思
更為細密，並有善於溝通的天然優勢，如果
能夠利用好這些優點，對團隊協調上會起到
很大助力。

太空種子返地料陸續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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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學家團隊24日分兩場接受媒體集體訪問，圖為第一場，左起：趙小津、胡浩、龍
樂豪、戚發軔、王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中國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多名成員24日在接受媒體集體訪
問後，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題字。謝軍（右）寫下“加強與香港科技界的合作，為航天強國建
設而努力！”的祝願，孫澤洲、張熇在旁邊簽署。左為大文集團總編輯李大宏。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題 詞 與 港 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太空
旅遊成為不少人心中的夢幻旅程。中國
工程院院士、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
發軔24日接受媒體集體訪問時表示，太
空旅遊在技術上不難，但對中國來說是
需不需要做的問題。至於有關太空種子
方面，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五研究院黨
委書記、副院長趙小津指，待建成空間
站後，就有條件不斷將貨物運上去，然
後再通過載人飛船運回來，有機會獲得
更多太空種子。

太空旅遊非能不能是做不做
被問及太空旅遊的可行性，戚發軔表

示現時美國有很多公司為了盈利而發展太
空旅遊，但太空旅遊並非像航天員一樣需
要進入空間站長期生活，而是“短暫的旅
程”，在技術上不難，但對中國來說是需
不需要做的問題。

至於未來香港的年輕人和學生能否獲
得更多太空種子進行學習、研究和培育，
趙小津指出以往衛星搭載量只有百公斤，
時間也只有幾天，但當建成空間站後，空
間站的運行時間是十年到十五年，就能不
斷地把貨物運上去，然後再通過載人飛船
運回來，而且未來可能會研發貨運飛船，
所以在獲得更多太空種子方面是有可能
的。

訪問中，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黨委書記、副院長趙小津描述24
日晨“宇宙天團”於港大講座後的情形指，活動一直進行到中

午1時，無人離席，而講座結束後，同學們紛紛圍住龍樂豪院士提問
並合影，請求簽名。他轉述港大校方的說法指：“已經有很多年沒有
出現這樣的情形了，科學家到校園來，反應這麼熱烈、這麼受歡迎，
而且港大的學生都是自主報名，並非學校提要求入場，演講廳座無虛
席。還收到負責防疫的辦公室電話說：‘你們不能超過防疫要求的人
數’”，直言“熱烈程度是我們沒想到的”。

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浩認為港生提出的問題很專業，包括一
些內地來港深造的學生，對國家航天工程了解程度非常深，亦專業對
口。他歡迎香港青年加入國家航天隊伍，待他們學有所成後，為國家
航天貢獻力量。

空間站研究需要科學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則表示，實現

“航天夢”需要年輕人有一種夢想和信念，需要全國包括港澳的年輕
人接受相關的挑戰，完成航天任務，是天命，是社會給予的不可推卸
的責任。他強調指，國家將每年4月24日定為航天日就是為了銘記歷
史，激發香港青少年，崇尚科學，探索未知，培養敢於創新、傳承的
精神力量。

就不少港青對成為航天員的條件和要求非常好奇，戚發軔解答
說，想成為一名宇航員並不容易。航天員現在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駕
駛飛船，相當於“司機”；第二種是作為“乘客”，上到空間站；第
三種是進入空間站，進行科學研究。

他續說，能駕駛飛船的航天員，如楊利偉，相對要求會比較高，
需要強壯的身體，良好的心理狀態，如駕駛時遇到意外要不慌不亂，
同時亦要具備相應的科學知識，了解飛船。另外兩種航天員對於心
理、生理的要求相對不是那麼高，反而要求專業性強，相當於科學家
帶着項目進入空間站進行研究。他透露，科學家成為航天員的時間即
將實現，目前已選定北航博士生及兩位科研人員成為航天員，預計於
空間站建造完成後送他們上天，笑言“航天員並非高不可攀”。

科研工作看世界國家與人
此外，戚發軔亦勉勵港生，若有志從事科研工作，要記住四點：科

研工作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要服務國家主戰場、要滿足國家的重大需
求以及關注人民的健康。他寄語香港青年指，科研工作要瞄準世界科技
的前沿，香港多所大學世界排名較為靠前，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與
此同時，科研工作者要搞清楚國家的“主戰場”在什麼地方，因為科研
成果要服務國家的“主戰場”，青年多了解國家的需要，進一步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便可為國家各方面的科研工作作出更大貢獻。

希望學生感受航天精神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師、“北斗三號”衛星首席總設

計師謝軍則提到，專家團今日會到多所香港中學與學生交流。他形
容，香港師生的熱情亦讓人難忘，“我們希望學生能更多了解祖國的
科研成就，感受航天人的精神，未來在這些年輕人中可能會產生一個
來自香港的總（設計）師。”謝軍並指，除一腔熱忱外，年輕人進入
航天業亦要做好嚴謹、一絲不苟的心理準備，“航天是一個風險非常
高的行業，不容一點閃失，但是看到自己參與的項目成功上天時，也
會收穫無以倫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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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屋村人跟黨華屋村人跟黨走走
振興蘇區住華屋振興蘇區住華屋

位於江西省瑞金市葉坪鄉黃沙村的華屋自然村是遠近聞名的“紅軍村”。蘇區時期，這條僅有43戶人家的小山村捐獻了稻穀300
餘擔、豆類4,000餘斤、銀元140餘塊；家家戶戶都有人參加革命，前後共有20人英勇獻身。

十七壯士出征 植樹明志留念
“在我們贛南，松樹一般都是種在墓地旁邊，他們每個人出征前都在後山種一棵松樹，除了給家人留個念想外，其實也想到自己

可能回不來。”華盛說。
華盛年幼時常聽村裏的老人講，烈士出征那天下着很大的雨，但他們走得都很決絕：華質彬（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

衛局文書）的9歲兒子華丕恢，哭着喊着要和父親一起走；華欽材不聽家人勸阻，告別身懷六甲的妻子……
“當時聽到都覺得他們走得太狠心了，”華盛接着說，“但等到我長大，也當了父親之後，才慢慢明白，但凡有別的辦

法，他們都不會離開。他們離開，跟黨走，是沒有退路，是為了讓家人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長期發展落後 華屋郎被嫌棄
華屋人接力改變命運，直至華盛這一代，跨越80餘年。作為烈士後代，“75後”（43歲）的華盛是黃沙村支

部副書記，對家鄉跳脫貧困漩渦有着天然的渴望。
在2012年《國務院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出

台以前，由於戰爭創傷、現有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落後、農業效益低下、村民文化程度低、醫療衞生條
件差等因素，華屋村貧困程度極深，119戶462人中有59戶貧困戶212人貧困人口。

“土坯房透風漏雨，道路曲折泥濘，低電壓不能正常供電。有的家庭過着‘柴當枕，蓋蓑衣，露天
浴’的生活。有的孩子因為家境貧寒，不得不輟學。有的男青年窮得拿不出幾千塊錢的聘禮，不得不打
光棍。這一帶還流傳着‘有女莫嫁華屋郎’的說法。大家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華屋人。”華盛回
憶道。但他強調，“我們不是沒有努力，只是青壯男子外出務工都只能成為廉價勞動力；村裏
沒有防洪堤，洪水又曾導致全村六年絕收。”

響應重建政策 貧戶全部摘帽
2012年4月，國務院42個部委149人組成聯合調研組，到贛

南及周邊地區進行為期7天的實地調研，對華屋村的貧困程度感到震驚。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還有這麼落後的地方！我們欠了老區人民的債！”他
們現場捐款籌集了好幾萬元（人民幣），先幫助華屋村解決水渠問題。

2012年6月，《若干意見》出台，同年7月底，贛州全面啟動農村危舊土坯房改造。
華盛感慨道：“危舊房改造的時候，村民們都怕這是面子工程，只‘拆’不‘建’。為

了響應政策，我們黨員帶頭拆自己家的房子，華丕懋一股氣拆掉800多平米的房子。白天鄉
親們要幹活，我們晚上才可上門做思想工作，每晚都要熬到凌晨。”

通過補助、貼息貸款，華屋村建成了66套客家小洋樓。所有改造戶
在2014年春節前喬遷新居。特色農業、民宿的發展讓村民增收致富，大

部分村民很快還清了建房的貸款。2018年7月，華屋
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脫貧摘帽。

據2012年統計，華屋村119
戶462人中103戶居住在土坯房
中，8戶村民因經濟條件較差或房
屋倒塌無力修繕，只能租住鄰居
的房子。全村人均純收入僅2,000
元（人民幣，下同）左右。
2012年6月，《若干意見》出

台後，華屋村除改善住屋問題，同
時實施了取水工程，引山泉入戶，
建成了環村柏油路，架設了高壓電
線路，建設了村級衞生室、垃圾污

水處理設施、書屋和公廁。
為了引領村民脫貧，村裏實施“黨

建+村集體經濟發展”，因地制宜，培育
“山下種菜、山裏養蜂、山上栽茶”等特色產
業。以集體名義流轉了70餘畝地，建設了標準

化蔬菜大棚，扶持種植大戶上路；成立了養蜂合作
社，一些養蜂大戶年收入可穩定在5萬元以上。2020
年，華屋村人均純收入超1.5萬元。

華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如果沒
有黨和國家的幫扶，僅靠我們個人，是不可能讓家鄉有
這麼大的變化。最近，國務院出台了《關於新時代支持
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意見》，我們的日子也越來越有盼
頭了。”

發展產業
更有盼頭

“87年前，華屋村的17位先

輩跟黨走，參加紅軍長征，為了創

造美好生活而奮鬥。他們在長征途中全部

犧牲，永遠回不了家。如今，我想對先輩們說，在黨和國家

的幫扶下，華屋人勤勞致富，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

在過得很美好。華屋人依然會跟黨走！”2021年清

明節，華盛在烈士爺爺華桃生當年臨行前種植的

松樹下掃墓後，吐出感觸之言。儘管這對爺

孫素未謀面，但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八十餘載

念念不忘，終

有迴響。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

江西報道

之特別報道 革命聖地今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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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瑞金

2011年

全市生產總值：

76.8億元，增長12.6%
人均生產總值：首次突破萬元大關

累計投入民生資金：

10.87億元

2012年（《若干意見》出台當年）

全市生產總值：

88.9億元，增長12.5%

財政民生支出：

15.6億元，增長43.5%，

佔財政總支出的61.8%

瑞
金
市
主
要
經
濟
數
據
及
脫
貧
情
況

單位：人民幣

2018（瑞金正式脫貧摘帽）

全市生產總值：

160.08億元，增長7.9%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42元，增長8.9%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55元，增長10.2%

昔日 華屋村

● 蔬菜種植大戶在基地幹活，靠雙手
勤勞致富。香 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華從祁夫婦
在新房前合影。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攝

●華盛在爺爺華
桃生臨行前種植的
松樹下掃墓。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攝

今日 華屋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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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浩瀚與魅麗浩瀚與魅麗，，迷茫與疏離迷茫與疏離 —— 宗教的多面觀宗教的多面觀
主講人主講人：：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夏祖焯教授夏祖焯教授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國的新教教徒人數遠超過天主教美國的新教教徒人數遠超過天主教。。 圖為佛教在山西省五台山圖為佛教在山西省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文殊菩薩道場。。
圖為圖為20212021美華文藝季講座美華文藝季講座，，人文磚文學與傳承系人文磚文學與傳承系

列的主講人列的主講人：：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夏祖焯教授夏祖焯教授。。

介紹希臘神話與中國神話介紹希臘神話與中國神話。。中國神話中國神話，，現在有對妙禪法師的崇拜現在有對妙禪法師的崇拜。。古蘭經承認聖經的新約及舊約古蘭經承認聖經的新約及舊約。。古蘭經均古蘭經均
為規定教徒行為的律法之書為規定教徒行為的律法之書。。

圖為教廷聖彼得之前最大天主教堂圖為教廷聖彼得之前最大天主教堂。。 圖為佛教在浙江省舟山普陀山圖為佛教在浙江省舟山普陀山,,觀音菩薩道場觀音菩薩道場。。 圖為佛教在四川省峨嵋山圖為佛教在四川省峨嵋山，，普賢菩薩道場普賢菩薩道場。。圖為道教在台灣大甲鎮瀾宮圖為道教在台灣大甲鎮瀾宮（（顏清標顏清標）。）。

疫情下疫情下，，能安心出遊嗎能安心出遊嗎？？

疫情下，能安心出遊嗎? 大家經歷了災難性的
疫情襲擊下，渡過了一段活在不安的日子。 幸好在
科學家及專業醫療人員廢寢忘餐鑽研下，成功研製
疫苗。美國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打了疫苗。 隨之我
們也慢慢回到正常的生活。王朝旅遊也於五月中旬

恢復正常運作. 每天很多客都在戶咨詢是否
安全出外旅遊。其實在疫情降臨之下，每
人都重新意識到要保持個人衛生，勤洗手
是重要的防衛。隨之也已變成了習慣。疫
情的感染數字也再下降，所以很多客戶要
求王朝旅遊再帶他們出外旅遊。
王朝旅遊經常帶大家周遊列國，但我們美
國本土亦有很多絕色風光不容錯過的。例
如我們王朝旅遊董事長即將帶團的美國中

部精度遊——10日暢遊阿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塔
基州、密蘇裏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堪薩
斯州、俄赫拉荷馬州。田納西洲大霧山，紅寶石瀑
布，石城；肯德基周的馬術公園；印第安納州的波
利斯賽車到博物館；芝加哥市區遊船；亞肯色州鑽
石礦可測試自己運氣，溫泉公園讓你心動。這些著
名美景全包含在我們9月6日出發的美國中部10天
遊，還包括沒有列出特色景點，真的數不勝數。

除此以外，夏威夷、坎昆、黃石更是熱門行程

及一家大小的至愛，還有更多精彩的旅行團，總有
一款合你心意，歡迎你們致電咨詢。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圖片來自網絡）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擋藍光鏡片特價擋藍光鏡片特價
平光平光8888元一副連鏡框元一副連鏡框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山水眼鏡」 負
責人禹道慶師傅於日前表示：2020年因新冠肺炎
病毒肆虐全球，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改
變。網路世界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幾乎每
個人都受到了影響。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中
工作、上學、團體活動，甚至多位朋友之間的互
動，都利用Zoom 之類的軟體在銀幕上進行交流。
至今，各級學校都採用遠距網路教學，學生在家
中看著電腦銀幕來學習，整個社會型態都產生了
革命性的變化。

禹師傅表示：近幾年來由於3C 產品的大量使
用，醫界也開始注意到3C 產品螢幕上的藍光對於
眼睛的傷害，尤其是對視網膜黃斑部的傷害最厲
害。早期尚未有電腦大量使用之前，我們知道有
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所以配眼鏡時都特別注重
鏡片要加紫外線防護，起到了保護眼睛的作用。
但是傳統式的鏡片卻無法阻擋藍光。所以常常我
們會看到新聞中提到看太多電腦、手機的使用者
眼睛遭受到永久性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不可逆
的，因為黃斑部一但，受到傷害後是無法修復的
，而黃斑部又是視網膜上看得最清晰的部位，所
以在各類資訊中都會看到眼科醫生呼籲使用3C 產

品多的人配戴阻擋藍光的眼鏡片來保護眼睛，尤
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小朋友或青少年。禹師傅說：
很多三、五歲的小孩子父母為了使其安靜，常會
拿手機或平板電腦給他們看而安撫他們，殊不知
這是對眼睛的慢性傷害，而近半年來由於新冠病
毒的肆虐，不論是大人的工作和學童們的課業，
都依賴電腦來完成，可想而知都對眼睛造成多大
的傷害。

「山水眼鏡」 的禹師傅關心大家的眼睛健康
，特別推薦最好的阻擋藍光鏡片，目前市面上有
擋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八十的產品
，而山水眼鏡會使用擋百分之八十最好的產品，
起到最良好的保護作用。可作單光，無線多焦點
，有度數的鏡片，現正特價，八折優待。對於不
需要度數矯正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山水眼
鏡」 也提供平光擋藍光鏡片，連同鏡框八十八元
就有一副。這是禹師傅特別關心成長中的小朋友
能有健康的眼睛而特地不計成本提供大眾，希望
大家能作一點投資來保護您珍貴的雙眼。

「山水眼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開店時間
有所調整，週一至週六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
，週三休息，週日是下午一點至下午四點。值此

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
廣大客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客戶
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六尺
安全距離，每位客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過的
鏡框請放在事先交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作標準
調整，請諒解無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外等候
，完工後我們會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的禹道慶主
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接受
Medicaid和Medicare配鏡。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
，不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鏡片，徹底保護黃斑
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配鏡，隱形眼

鏡販賣，鏡框修理，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
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工廠設備，自
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壹小時可取，上
千副各種名牌鏡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 對面 ），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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