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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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中央社）聯合國報
告今天指出，2019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疫情
去年爆發迄今，觀光業崩
跌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恐超
過4兆美元。

法新社報導，這份由
聯 合 國 世 界 觀 光 組 織
（UNWTO）和聯合國貿易
和發展會議（UNCTAD）
共同發表的報告發現，開
發中國家疫苗接種不普及
，導致經濟損失擴大。

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
秘書長波洛利卡希維里
（Zurab Pololikashvili） 透
過聲明表示： 「觀光業是

數以百萬計民眾的命脈，
推進疫苗接種行動來保護
社區並支持觀光業安全重
啟，對恢復就業和創造亟
需的資源至關重要。」

他指出，許多開發中
國家極為仰賴國際觀光。

COVID-19疫情讓國際
航空旅行去年多數時間近
乎停滯，許多國家也不允
許非必要的旅行，這導致
觀光業和相關產業去年出
現2.4兆美元的缺口，聯合
國這份報告警告今年恐再
度出現類似虧損，端看
COVID-19疫苗配送情況。

疫情拖垮觀光業 去年經濟影響恐逾4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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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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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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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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weekend a robber went to a local Asian
supermarket and robbed a female customer
in the broad daylight. The supermarket video

wa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and provided a very clear
photo of the incident. People
are so angry and outrage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cities in Texas including
Houston, Austin and Dalla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were
still considered cities with
lower crime rates.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it our area, the
situation changed. Many
people had lost their jobs

and a lot of businesses closed down. These
families are still suffering today.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the crime in all
cities has gone up, especially the cities on
both the west and east coast. Many crimes in
those cities occur in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area.

We are here in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th the size of only thirteen square
miles. Yet we spen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dollars to hire a private security company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local
police force.

The basic problem is our economic issue.
When people are jobless they will risk their
life to survive.

The whole country now has opened back up.
We all hope the economy will come back and
more people can go back to work.

0606//3030//20212021

Robbery Inside ARobbery Inside A
SupermarketSupermarket

美國治安情況日愈惡化，德州休斯敦一家華人超市上週末在收銀臺
上，一名土匪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刼一位女顧客的手提包並將她拉
倒在地，這個現場視頻震驚了整個社區，治安壞到如此地步，令人髪指
和氣憤。
美國南方德州各大城市，包括休斯敦、達拉斯、奧斯汀等城市治安

情形比東西兩岸良好，主要原因是人口分佈不是太密，沒有地下鐵等擁
擠之公共交通工具，多年來之經濟情況比較良好。
疫情災難已經有一年半之久，其所造成之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經

濟下滑，因而導致社會治安之敗壞。
我們呼籲這些大型超市必須加強保安，同時在四週巡邏，以保障客

人之安全。
今天您在所有媒體上每天都充斥著燒殺擄掠之新聞和劃面，從電視

大屏到手機小屏，無數令人嘔心之消息，令人心驚膽跳。
改善治安是目前政府最重要的課題，就以休斯敦國際區而言，大約

十三英哩之地方，我們在治安巡邏方面每年都花到五十萬元以上之預算
以補市政府警察局人力之不足。
今天我們目睹更多更囂張的犯罪行為，主要是經濟環境不佳，失業

人口及遊民增多，希望大家加強警戒，隨時注意週遭環境，也只有自求 多福了。

華人超市內公開搶劫華人超市內公開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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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審理一樁涉及維州公
校禁止一名變性高中生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
符的廁所是否違反聯邦法律之上訴, 維持了
地方法院判決, 等於認可了變性男怪異之行
為, 雖讓許多LGBTQ同性戀與雙性戀者欣喜
若狂, 但卻 讓衛道人士十分失望。

這樁案子非常奇特, 因最初原告葛瑞姆
出生時是一對孿生的兄妹, 身為妹妹的她卻
從小有男性傾向與喜好, 包括不願留長髮, 拒
絕穿裙子, 到校還告訴同學自己是男生, 並堅
決上男廁所, 最後更注射男性荷爾蒙成為變
性人, 並改為男性名字, 他的要求都獲父母及
學校同意, 但學區委員認為傷風敗俗, 讓其他
學生的隱私受侵犯, 於是禁止他再上男廁所,
於是他把學區告到法庭, 理由是禁令讓他感
到羞恥、歧視和孤立，他的律師爰引了歐巴
馬政府時代所並通過的行政命令與法規: 禁
止性別歧視,學校必須按照性別認同對待跨性
別學生。” 所以變性生最終獲得勝訴, 但學
區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以求翻轉, 只可
惜未被受理。

同性戀在美國進展神速，Gay 這個字剛

出現時,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齷齪字眼, 由於道
德與宗教等原因,斷袖之癖的男人 曾被人不
屑一顧, 但時過境遷, 自從歐巴馬執政後, 公
開支持同性戀, LGBTQ人群開始公開站出來
, 同志活動不再受質疑，最高法院在2015年
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

事實上歐巴馬當年發佈的行政命令，實
有不妥之處，我無法接受，因為那不僅是在
顛倒傳統，更是在破壞禮儀規範，將滋生出
嚴重的社會暴力問題。變性人是社會上一群
心理或心智故障的人，他們畢竟是社會上的
少數人，關於"變性人"使用那一個廁所，我
們最優先考慮的不應該是他(她)們少數人的
利益，而是應該先考慮一般大眾的公共利益
是否受到影響。

美國的法院認定變性人問題時如果純粹
從法律與人權的觀點來判決, 而失去道德與
宗教的考量, 那將會讓法律衰微。時代在快
速變遷，人們思想在急驟轉變，但是我們千
萬不能夠丟棄了許多優良的傳統道德、文化
風俗和禮儀制度！

李著華觀點︰苦澀的微笑-最高法院默認變性男怪異行為

法國防疫政策首席醫療顧問戴佛西今天
表示，法國很可能會出現第4波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因為最早在
印度發現的Delta變異病毒使染疫病例又大
增。

儘管如此，戴佛西（Jean-Francois
Delfraissy）說，接種疫苗將有助於減緩
Delta變異病毒帶來新一波疫情的影響。許
多醫學專家認為，新一波疫情可能會在9或
10月侵襲法國。

戴佛西告訴法
國 新 聞 電 台
（France Info）說
： 「我認為我們將
會有第4波疫情，
但將比前3波溫和
得多，因為接種疫
苗的比例已和先前
不同。」

法國政府疫情
危機科學顧問小組
成員、新興疾病流

行病學專家馮達奈（Arnaud Fontanet）今
天告訴BFM電視台（BFM TV），他預估法
國染疫人數將會在9或10月再度增加。

Delta變異病毒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已經導致一些國家重啟旅遊限制。法國衛生
部長維宏（Olivier Veran）本週稍早表示，
Delta變異病毒目前佔法國確診病例的20%
左右。

Delta來勢洶洶 專家示警法國可能出現第4波疫情

新加坡 「亞洲新聞台」 （CNA）報導，莫德納
（Moderna）在東南亞、香港、澳門、台灣等地區
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合作供應商裕利醫
藥集團（Zuellig Pharma ）29日表示，相關區域今
年的莫德納疫苗訂單 「已幾乎被訂滿」 ，現在正在
進行談判者，可能都要等到2022年才會到貨。

裕利醫藥執行長葛蘭姆（John Graham）表示
，由於莫德納疫苗2021年的供貨已幾乎被訂滿，
目前正在進行談判的訂單大多要到2022年才能交
貨，雖然不是全部，但 「若你現在才要開始談判，
要設想在2022年到來前拿不到任何疫苗」 。

葛蘭姆補充，此情況將依據供貨量而有所變動
。他以保密為由拒絕提供任何談判和交易的細節，
但透露部分國家已開始爭奪2022年甚至2023年的

疫苗訂單。南韓29日才表示，其計畫於2022年購
買更多mRNA疫苗作為追加劑量，以應對持續突變
的新冠病毒。

「亞洲新聞台」 指出，莫德納在該區域的客戶
包括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和台灣等。而另一個取
得新冠疫苗的管道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
），則由於主要供應國印度下令進行出口管制，導
致出現達2億劑疫苗的缺口，目前仍在尋求補救方
法。

新冠肺炎疫情近幾個月於東南亞等地區再度爆
發，除了加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的疫情
，連原先疫情受到控制的新加坡、泰國、越南、台
灣等地也受到挑戰，且許多人口稠密國的疫苗接種
作業緩慢，使其更容易受到變種病毒的侵襲。

買不到莫德納疫苗 供應商：今年的貨幾乎被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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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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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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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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設5億美元基金
賠償737MAX兩起空難家屬
綜合報導 索賠管理人稱，波音公司已建立了一個5億美元的基金，

用於賠償兩起致命波音737 MAX墜機事故中的346名遇難者家屬。

據報道，這一美國受害者賠償基金，屬於美國司法部與波音公司在

1月達成的和解協議的一部分。波音當時被勒令支付超過25億美元的罰

款，其中包括向兩起空難事故中失去親人的家屬支付5億美元。

索賠管理人範伯格(Ken Feinberg)和比羅斯(Camile Biros)的聲明稱，每

個符合條件的家庭將獲得近145萬美元的賠償。管理人員還表示，隨著索賠

表的提交和完成，資金將滾動分配。提交索賠表的截止日期是10月15日。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司法部和波音公司均拒絕置評。

除了5億美元的受害者賠償外，25億美元的罰款還包括逾2.4億美元的

刑事罰款，以及全球航空公司因飛機停飛而受到影響的17.7億美元罰款。

報道指出，盡管受害者家屬對該公司提起的民事訴訟仍在繼續，但

波音公司能夠通過和解協議避免刑事起訴。

在因空難而被全球停飛兩年後，美國聯邦航空安全局(FAA)於2020

年11月批準了波音737 MAX機型復飛。波音737 MAX的新版本機型現

在正在測試中，新的Max10機型比目前使用的Max飛機略大，在上周完

成了首次成功試飛。波音預計將於2023年開始交付新機型。

不過在2021年5月，美國眾議院交通委員會的排名前兩位的民主黨

人發表聲明，要求FAA和波音提供記錄，並展開調查，因為有報道稱部

分波音飛機存在電氣問題和碎片異物問題，以及其他質量控製問題。

澳參議院通過反網絡暴力法案
霸淩者面臨重罰

綜合報導 近日，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反網絡暴力法案(anti-trolling

bill)在議會獲得通過。被網絡霸淩者盯上的澳大利亞人，如今將可以要

求不法分子在24小時內刪除包括報復色情在內的內容，否則將面臨巨額

罰款。

據報道，該法案在澳大利亞參議院獲得通過，政府的立法將加強安

全專員打擊成人遭網絡霸淩的權力，在平臺未能做到及時刪除有害內容

時，新法會將匿名的犯罪者曝光。

被指控發布或分享辱罵內容，包括私密照片在內的個人，如果未能

將其刪除，將面臨最高1.1萬澳元的罰款。像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

ter)這樣的社交媒體巨頭可能會因為忽視下架通知，而被罰款50萬澳元

。平臺將有24小時的時間來處理該情況。

澳大利亞聯邦通訊部長弗萊徹表示，莫裏森政府致力於確保，澳大利亞

人在遭受惡毒網絡攻擊和謾罵時不會束手無策。他說：“當人們在虛擬世界

互動時，他們需受到法律的監管，就像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一樣。”

目前，造成傷害目的發布的內容，以及普通人認為“具有威脅性、

騷擾性或攻擊性”的內容被視為成人網絡霸淩。

對此，弗萊徹表示，他相信調查人員能夠在刪除有害內容和言論自

由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他說：“這有幾個原因，我們需要適當平衡我

們的言論自由問題。當然，成年人比孩子更有彈性。但我們也知道，成

年人經常成為駭人聽聞的網絡霸淩的受害者。”

澳大利亞工黨支持通過該法案，並將於2021年年底在眾議院通過。

俄實彈驅逐英國軍艦並放狠話
英俄角力局勢可能升級？

英國“保衛者”號驅逐

艦事件持續發酵。俄外交部

向英國大使表示強烈抗議，

並警告稱若再發生此類挑釁

行為，其可能的後果將完全

由英方承擔。

美聯社稱，俄羅斯首次承

認向北約軍艦發射實彈，是冷

戰結束後第一次，反映出在俄

羅斯和西方之間日益緊張的關

系中，發生軍事事件的風險越

來越大。

局勢可能升級？
俄外交部向英大使表示強

烈抗議
據報道，俄方稱，23日

，英國海軍“保衛者”號驅逐

艦在黑海越過俄羅斯邊界並駛

入了菲奧連特角水域3公裏處

。俄邊防艦艇隨後開火警告，

蘇-24M戰機則向英國驅逐艦

航行方向投擲航空炸彈。英國

驅逐艦此後駛離相關海域。

據報道，俄羅斯外交部就

此向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黛博

拉· 布朗涅特表達了強烈抗議

。布朗涅特早些時候被傳喚到

俄羅斯外交部。

俄羅斯外交部表示，英國

此舉“嚴重違反了 1982 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特別要註意的是，如果再

次發生此類挑釁行為，其可

能造成的後果將完全由英方

承擔。”

當天，俄羅斯外交部副部

長格魯什科在莫斯科國際安全

會議上也表示，英國驅逐艦越

界事件是“蓄意的”，可能會

引發局勢升級。

俄歐關系趨緊
俄首次向北約軍艦發實彈
不過，對於英國驅逐艦行

動，英國國防部新聞辦公室

23日發布兩份聲明，否認英

國軍艦在黑海遭俄方開火驅逐

，稱俄方在演習。英國同時堅

稱“保衛者”號按國際法駛經

“烏克蘭水域”。

對於英國官方的說法，英

國廣播公司(BBC)很快反駁。

BBC援引該報記者喬納森· 比

爾(Jonathan Beale)的話說，事

發時，超過20架飛機在軍艦

上空，另有兩艘俄羅斯海岸警

衛隊船只，一度距離軍艦僅

100米之遙。

俄國防部更是發布了俄軍

戰機驅逐“保衛者”號的視頻

。美聯社稱，俄羅斯首次承認

向北約軍艦發射實彈，是冷戰

結束後第一次，反映出在俄羅

斯和西方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

中，發生軍事事件的風險越來

越大。

《大公網》分析稱，俄歐

關系近年趨緊。德法兩國23

日向歐盟提出邀請俄羅斯總統

普京出席歐盟峰會，認為歐盟

應製定與俄羅斯有更緊密接觸

的新戰略、加強溝通。據稱，

該提議令其他歐盟國家“大感

意外”。

意大利將立法規範駕駛滑板車
未成年人需持有駕照

綜合報導 電動滑板車作為一種新型

代步工具，近幾年來風靡了整個歐洲。然

而，由於一直以來沒有詳細的立法製約，

引發了電動滑板車交通事故處理盲區。為

了保障人們的出行安全，意大利民主黨議

員日前已經向參議院提交了一份規範騎滑

板車法案，該法案有望近日獲得議會通過

。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民主黨議員提出的

議案，該法案共有七條。

第一條，電動滑板車的限行。電動滑板

車只能在城市建成區內的公共車道、自行

車道和人行道上行駛。在車道上行駛速度

不能超過每小時25公裏，在人行道上不能

超過每小時6公裏。

第二條，購買民事責任保險。駕駛電動

滑板車必須購買民事責任保險，未購買民

事責任保險者，將面臨500歐至1500歐元

的罰款。

第三條，配戴安全裝置。駕駛電動滑板

車將強製要求配戴頭盔和反光背心，違者

將被處以最高332歐的罰款。

第四條，14歲至18歲未成年人駕駛電動

滑板車，必須持有AM

駕照即摩托車駕照，

並且只能在人行道行

駛，速度不超過每小

時6公裏，在自行車道

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每小時12公裏。所使

用的滑板車上必須配

速度調節器。

第五條，禁止危險

駕駛。駕駛電動滑板

車禁止負載重物和其

他乘客，禁止拖拽其

他車輛或被拖拽，駕

駛時禁止使用手機等其他數字設備，禁止

配戴耳機，禁止表演特技等。違者將被處

以最高332歐的罰款。酒後駕駛電動滑板

車最高罰款678歐，吸毒駕駛將面臨最高

6000歐元罰款，並處最長為期一年的拘禁

。

第六條，電動滑板車的停放。非地方政

府獲準，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電動滑板車

。在新規生效的120天內，各地政府應該

保證為電動滑板車預留車位，並附有明顯

標誌。

第七條，租賃服務公司的義務。從事電

動滑板車租賃服務的公司，必須要求駕駛

人員提供保險、頭盔、反光背心和年齡證

明。違反規定的公司以及提供虛假信息的

人員將被處以最高3000歐的罰款。

默克爾選區辦公室被放置疑似爆炸物
警方逮捕一嫌疑人

綜合報導 據報道，德國總

理默克爾位於北部城市施特拉

爾松德的聯邦議院議員選區辦

公室日前被人放置疑似爆炸物

。警方已逮捕了一名43歲的嫌

疑人，並正在展開調查。

自 從

1990 年 參 與

聯邦議院選

舉以來，默

克爾一直連

任德國第 15

選區(前波莫

瑞-呂根／前

波莫瑞-格賴

夫斯瓦爾德)

直選聯邦院

議員至今。

據當地警方公布的消息，

當地時間24日下午，一名男子

將一個可疑包裹放置在位於施

特拉爾松德老城內的默克爾選

區辦公室的信箱前。發現這一

情況後，當地警方出動了拆彈

專家和消防排爆人員，並對默

克爾選區辦公室所在的街道及

周邊區域進行了封鎖、預防性

疏散周圍住戶。

當天晚些時候，警方確認包

裹內並無爆炸物，遂解除了警報

。根據目擊者提供的線索，警方

逮捕了一名據信放置這一包裹的

43歲男性嫌疑人。目前警方仍在

對此人的動機進行調查。

另據《圖片報》報道稱，

當天在現場還發現了一封裝有

白色粉末的信件。目前，當地

警方刑事調查部門已經接手此

案後續調查。

德國將於今年9月26日舉行

聯邦議院選舉(即德國大選)。默

克爾此前已宣布，本屆大選後將

不再尋求擔任任何公職。這意味

著她不僅不再尋求連任總理，亦

將不再保留議員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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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民主黨掌控的聯邦眾議院今天通過法
案，支持將國會大廈內紀念支持蓄奴、捍衛南
北戰爭時期南方邦聯（Confederacy）的人物
雕像給移除。

路透社報導，眾院今天以285票對120票
連續第2年通過這項法案，投下反對票的全是
共和黨人。

這是眾院連續第2年通過這項法案，只不
過去年共和黨掌控的聯邦參議院拒絕著手處理
，如今民主黨在參院握有薄得不能再薄的優勢
，或許能逼出一場表決，但想過關還需10位
共和黨人的支持。

這項 「去除仇恨」 （Remove Hate）法案
鎖定國會大廈內，紀念前美國首席大法官塔尼
（Roger Taney）和多位南方邦聯領袖的雕像
和半身像。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今年1月6日
在國會發動致命攻擊、企圖扭轉川普敗選結果
時，現場曾出現南方邦聯旗。

大法官塔尼曾寫出支持蓄奴的關鍵判例，
在1857年 「史考特」 （Dred Scott）案主要意

見書中，裁定非裔美國人不能被視為公民，國
會也不能禁止蓄奴，但後來被1868年通過的
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推翻。

美國國會大廈展示全國50州所選出的雕
像，大法官塔尼的半身像若被移除，將改放美
國最高法院首位非裔大法官馬歇爾（Thur-
good Marshall）的雕像。

民主黨籍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表示，移除雕像並不會抹去美國過去的歧視
作為，也無法消除現今的種族主義。但她問說
： 「當我們在國會殿堂褒揚種族歧視最惡劣的
加害者時，又怎麼能期待能終結種族歧視的禍
害呢？」

反對法案的人士則表示，國會不應該支配
各州選擇將哪一位人物的紀念雕像送進國會大
廈。共和黨籍的阿拉巴馬州聯邦眾議員布魯克
斯（Mo Brooks）表示，這項法案是 「自以為
比一般人懂更多的菁英分子」 在 「取消文化和
歷史修正主義」 的另一個例證。

美眾院連續第2年通過法案 欲移除支持蓄奴者雕像

麻州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和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發
明 一 種 可 安 裝 在 口 罩 上 的 新 冠 病 毒 (
SARS-CoV-2 )感測器，可使配戴者先行查覺
環境的風險，或是做為一種快篩設備。

新阿特拉斯(New Atlas)報導，這種病毒生
物傳感器已經開發了數年，原理來自名為
wFDCF（冷凍乾燥與自由細胞的穿戴器wear-
able freeze-dried cell-free）的新技術。與之
前的技術，採用活體細胞的生物傳感器不同，
新的技術採用有機分子來探測病毒。

第一作者彼得‧尼蓋恩( Peter Nguyen)解
釋說： 「早期的類似技術，是藉用生物體的感
測能力，因此那些技術需要將活細胞放入穿戴
設備當中，就像是用戶戴著一個小水族館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個水族箱壞了，那
麼負責感測的生物體可能會洩漏到佩戴者身上
，反而變成感染風險來源，因此沒有人喜歡這
個想法。 ”

wFDCF 技術以前曾被用於創建伊波拉病
毒、茲卡病毒的實驗診斷工具。大約一年前，

隨著 COVID-19 在全球大流行，研究人員迅
速將這項技術轉變到偵測新冠病毒。

另 一 名 研 究 員 路 易 斯 ‧ 索 卡 森 (Luis
Soenksen)說： 「我們也為抗擊病毒提出自己
的貢獻，我們的實驗從 2020 年 5 月開始，都
是在嚴格隔離設備中測試。」

按下感測按鈕後，口罩中的生物感應器會
釋放出一點點水份。水份使原本乾燥狀態的生
物分子活化，就開始分析佩戴者呼吸過程中的
物質，在90 分鐘內，生物分子與空氣微粒達
成足夠的反應，就能呈現新冠病毒是否在環境
中，其反應有點像驗孕棒。

尼蓋恩說： 「基本上，這個原理就是把整
座實驗室縮小到口罩邊，它可以成為 PCR檢測
的補充。」

初步測試表明，測病毒口罩的效果相當準
確，確實可與PCR 測試相媲美。

研究人員目前正在尋找合作廠商，如果可
以大規模生產，將可做為環境風險偵測器，或
是快篩工具。

MIT與哈佛工程師開發可檢測新冠病毒的口罩
根據報導，美國總統拜登6月30日將與內閣

成員、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FEMA），以及
加州、俄勒岡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猶他
州等2020年遭野火嚴重影響的州長會面，商議
如何在今年炎熱又乾燥的天氣中，因應近年愈來
愈嚴重的野火。

史丹佛大學天氣與能源政策主任瓦拉（Mi-
chael Wara）表示，FEMA、林務局和土地管理
局正盡可能與各州政府保持密切聯繫，但就今年
而言，除了確保消防單位能獲得所需裝備外，政
府已 「無能為力」 ；史丹佛大學森林環境研究所
所長費爾德（Chris Field）也表示，無論政府多
麼努力控制風險，都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足以改善
問題。

愛達荷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阿巴茲格魯

（John Abatzoglou）指出，美國西南部正處於
千年來前所未有的大乾旱，不只導致水庫乾涸，
也使野火季節更加漫長。而由於西部地區人口增
長，讓人為導致的野火數量增加；加上在數十年
環保政策推行下，當地森林已過度茂密，容易導
致野火迅速延燒。

然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仍沒有編列足夠的
預算來清理這些 「有害燃料」 （hazard fuel），
且林務局員工不僅工資過低，也由於野火季節延
長，讓其沒有時間清理森林中多餘的植被；俄勒
岡州立大學森林學院教授貝裡（John Bailey）建
議，聯邦政府應參考1933年至1942年間的平民
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僱用一
批人力來管理森林。

美國準備因應年度大災 專家：今年已無能為力

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以366票贊成、46票反
對的結果通過法案，取消阿富汗人得先在阿富汗
境內完成健檢，才能申請 「特殊移民簽證」
（Special Immigrant Visas）的規定。

「紐約時報」 報導，美軍結束近20年戰爭
，撤離阿富汗進入最後階段，卻有超過1萬8000
名替美國擔任口譯、司機、工程師、警衛與使館
員工的阿富汗人因繁文縟節申請 「特殊移民簽證
」 卡關。

「特殊移民簽證」 提供給因替美國政府工作
而面臨威脅的人申請。

前陸軍遊騎兵（Army Ranger）、主導此項
法案的科羅拉多州聯邦眾議員柯羅（Jason
Crow）表示： 「我可以很確定地說，如果不是
為了這些人，我今天可能不會在這裡。」

民主、共和兩黨為簡化簽證程序提出系列法
案，今天通過的是第一項，目的是縮短動輒6到
7年的漫長等待期。

法案取消阿富汗人得先在阿富汗境內完成健
檢才有申請資格的要求，改為允許他們在抵美
30天內完成檢查。柯羅表示，取消健檢要求平
均可節省申請人一個月的時間， 「在作戰時、在
戰區，每一小時都很重要，一個月可以挽救許許
多多生命」 。

報導提到，當地僅有一家診所提供健檢服務
，有些人必須在危險條件下長途跋涉。柯羅還說
，費用非常高昂。

一些等待簽證的 「阿富汗盟友」 曾提過面臨
武裝組織塔利班（Taliban）威脅。非營利組織
「一個都不能少」 （No One Left Behind）主席

米爾瓦迪（James Miervaldis）表示，自 2014
年以來追蹤超過300名翻譯人員或其家人遇害事
件，其中許多人是在等簽證期間遭到殺害。

俄亥俄州眾議員溫斯翠普（Brad Wenstrup
）表示： 「這是生死攸關的狀況，如果我們不盡
力保護這些盟友，那將會是美國的醜事。」

美眾院通過法案美眾院通過法案簡化阿富汗人申請特殊移民簽證簡化阿富汗人申請特殊移民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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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銀債發行詳情
發行規模 目標不少於240億元，可提高至300億元

債券年期 3年

入場門檻 一手1萬元

認購上限 100手或100萬元

認購資格 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1962年或之前出生)

買賣交易 不設二手市場

保底回報 3.5厘

申購日期 7月20日上午9時至7月30日下午2時

認購渠道 20間配售銀行及24間證券經紀

公布分配結果 不遲於8月6日

發行日期 8月10日

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馬翠媚

過去5批銀債發行詳情及認購反應
批次 發行年份 發行規模 保證回報 認購金額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手數

第1批 2016 30億元 2厘 89億元 7.6萬 5手

第2批 2017 30億元 2厘 42億元 4.48萬 10手

第3批 2018 30億元 3厘 62億元 4.55 萬 8手

第4批 2019 30億元 3厘 79.2億元 5.66萬 6手

第5批 2020 150億元 3.5厘 433億元 14萬* 14手

註：*其中13.52萬份為有效申請；第6批發行規模最多可增至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銀債的
賣點是有保底息率，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債
保底息率為3.5厘，如以100萬元（港元，
下同）認購銀債，1年可以收取35,000元利
息。但其實坊間銀行不時會推出大額定存
計劃，方便市民調配資產。以富融銀行為
例，100 萬元本金，12 個月年利率為
0.7%，一年可收取7,000元利息。

富融銀行為虛擬銀行，根據其網站介
紹，客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透過Fusion Bank
App開立定期存款戶口，同時又可以在定
期存款到期日之前，隨時透過應用程式更
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而且，定期存款不
設最低存款額，只需低至1港幣、1美元或
1人民幣，都可開立定期存款戶口。

傳統銀行方面，南洋商業銀行則推出

以新資金開立“智優息定期存款”，存款
額100萬元，12個月年利率為0.55%，即1
年可收取5,500元利息，推廣期到7月 3
日。

不過，坊間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的年
利率只作參考，因為利率會根據市場變化
而不時調整，不像銀債般設有保底息率，
所以投資者在做定期存款時要多加留意。

銀債認購設上限 虛擬銀行高息定存搶客

●港府今年發行第6批銀色債券。右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左
一為中銀周國昌29日出席發布會。 記者殷考玲 攝

港新銀債下月認購最多發300億
息率保證逾3.5厘 門檻下調至60歲

港府29日公布新一期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為惠及更多市民，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色債券合

資格認購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即1962年或

之前出生持有效身份證香港居民），金管局助理

總裁(貨幣管理)陳家齊29日表示，香港60歲至

64歲人口約60萬人，連同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42萬人，合共有202萬人符合資格申請銀債，

所以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年的100億元（港

元，下同）大幅提高至240億元，而政府可視乎

情況將發行額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是次發行的銀色債券年期為3年，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
月獲發一次與香港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

於3.5厘。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投資者需要在債券到
期前套現，政府將以原價及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債券。為
防止大量債券被小部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已設定
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者100萬元，即每位投資者最多只
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銀色債券的認購期由7月20日早上9時開始，至7月30
日下午2時結束，並於8月10日發行。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
過20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債券。

被問及對今次銀債的銷情預測，陳家齊表示，對於保
底息率維持去年的3.5厘，是考慮多方面因素而得出，包括
息口環境等，而且銀債屬於既穩定又靈活的產品，持有人
可按需要跟政府贖回債券。她相信3.5厘息率具有吸引力，
並預期今次銀債銷售反應積極及正面。

中銀估計每人獲逾10手
對於今次可分配的銀債手數，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

產品部（投資及保險）副總經理周國昌29日表示，過去該
行客戶每人平均認購手數約30手，去年獲配13至14手，相
信今年隨着發行額和合資格人數增加，他預期今次認購反
應熱烈，估計每人獲分配10至15手。

首兩批銀債 95%“揸到尾”
根據過去發行iBond的經驗，陳家齊指，60歲以上認

購者約佔總人數30%，而且60至65歲人士當中有約60%是
透過線上認購。此外，銀債不設二手市場買賣，她稱是希
望鼓勵投資者長揸。根據第一及第二批已到期的銀色債
券，約95%至96%投資者是“揸到尾”，顯示絕大部分投
資者都不會提早贖回。

至於通脹預期方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石
元良預計，今年第四季通脹率為3%，明年首季將會回落至
2.7%。滙豐稱，合資格客戶可透過流動理財、網上理財、
電話理財及分行遞交認購申請，並享有認購費、存入費、
託管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債券費和到期贖回債
券費等一系列手續費豁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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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新華社及《北
京日報》報道，前往北京領獎的這段時間，雲南
省麗江市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張
桂梅的手機響個不停，那是高考後的學生們向
“張媽媽”報喜。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七一勳章”頒授儀式結束後，兼任華坪縣兒童
福利院院長的張桂梅說，福利院的孩子們讓自己
快點回，“媽明天回來！”。頒授儀式上，張桂
梅飽含真情的發言打動了人們：“只要還有一口
氣，自己就要站在講台上，傾盡全力、奉獻所
有，九死亦無悔！”

辦免費高中 送近2000女子上大學
張桂梅出生於1957年，1975年參加三線建

設從黑龍江支邊到雲南，先後在大理喜洲一中、
華坪縣中心中學等學校任教，扎根邊疆教育一線
多年，張桂梅曾目睹許多女孩因家庭貧困或性別
歧視輟學，心底萌生了創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
夢想。“於是，我決心創辦免費女子高中，點亮
貧困地區孩子們的夢想。在黨的關懷和社會各界
支持下，華坪兒童之家、女子高中先後建立，近
2,000個女孩考入大學，172個孤兒有了溫暖的
家。”張桂梅回憶道，辦學初期，條件艱苦，之
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就在於黨的精神感召，學校
黨員向黨旗保證“一定要把女子高中辦好”，
百折不撓，頑強拚搏。“我們在學生心中深埋一
顆顆紅色的種子，幫她們繫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引她們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學生們遠方
有燈、腳下有路、眼前有光，在山溝溝裏也能看
到外面精彩的世界，看到美好的未來。”

寒暑假不休 家訪解決學生困難
每年的寒暑假，對許多師生來說是難得的休

閒時光，可張桂梅卻幾乎從不休息。利用寒暑假
到學生家家訪，是張桂梅一直堅持的習慣。她
說，華坪女高的學生大多來自山區農村，家庭條
件普遍較差，“高三是高考衝刺最要緊的時候，

我要到學生家去，幫助學生家庭解決困難，讓她
們沒有後顧之憂。”
華坪女高成立以來，張桂梅累計到1,500多

名學生家進行家訪，足跡遍布麗江市一區四縣。
“有人問我，為什麼做這些？其中有我對這片土
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則是一名共產黨員的
初心和使命。”張桂梅說，我們所做的一切，不
過是許多共產黨員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黨和人
民卻給了我們如此崇高的榮譽。戴這枚沉甸甸
的勳章，我受到莫大的鼓舞。習近平總書記說，
“征途漫漫，惟有奮鬥”。“只要還有一口氣，
我就要站在講台上，傾盡全力、奉獻所有，九死
亦無悔！”

人民教師張桂梅：
只要還有一口氣 我就要站在講台上

●●張桂梅向歡迎的少年兒童致意張桂梅向歡迎的少年兒童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66月月2929日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七一勳章七一勳章””獲得者張桂獲得者張桂
梅頒授勳章梅頒授勳章。。 新華社新華社

向29位功勳黨員頒“七一勳章” 強調全黨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

：共產黨人擁人格力量 才能贏得民心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七一勳章”

頒授儀式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

色大廳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七一

勳章”獲得者頒授勳章並發表重要講

話。習近平強調，一百年來，一代又一

代中國共產黨人，為贏得民族獨立和人

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前

仆後繼、浴血奮戰，艱苦奮鬥、無私奉

獻，譜寫了氣吞山河的英雄壯歌。在慶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我們

在這裏隆重舉行儀式，將黨內最高榮譽

授予為黨和人民作出傑出貢獻的共產黨

員。習近平指出，共產黨人擁有人格力

量，才能贏得民心。全黨同志都要明大

德、守公德、嚴私德，清清白白做人、

乾乾淨淨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儉修

身，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6月29日一早，威武莊嚴的國賓護衛隊駛
上北京開闊的大街，他們護衛的禮賓車正
開往人民大會堂。車裏乘坐着“七一勳
章”獲得者。長街寬闊，紅牆在側。這是
隆重的表彰！這是深情的致敬！

這
是
最
高
的
禮
遇

這
是
最
高
的
禮
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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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信仰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腳下有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就是江山。。

越是偉大的事業越是偉大的事業，，越是充滿挑越是充滿挑
戰戰，，越需要知重負重越需要知重負重。。

共產黨人擁有人格力量共產黨人擁有人格力量，，才能才能
贏得民心贏得民心。。

總書記重要講話金句

●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在習近平在““七一勳章七一勳章””頒授儀式上發表重要講頒授儀式上發表重要講
話話。。 新華社新華社

●●66月月2929日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100周年周年““七一勳章七一勳章””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隆重舉行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隆重舉行。。習習
近平等領導同志同近平等領導同志同““七一勳章七一勳章””獲得者合影獲得者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七一勳章”獲得者都來自人
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職、默默奉獻的平

凡英雄。他們的事跡可學可做，他們的精神可追可
及。他們用行動證明，只要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奮
鬥意志、堅定恒心韌勁，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
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每名黨員都能
夠在民族復興的偉業中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趙樂際、韓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頒授儀
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主持。

向勳章獲得者致以崇高敬意
8時45分，“七一勳章”獲得者集體乘坐禮賓

車從住地出發，由國賓護衛隊護衛前往人民大會
堂。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擎紅旗的禮兵分列道路
兩側，18名禮兵在台階上持槍佇立，青少年熱情
歡呼致意。“七一勳章”獲得者沿紅毯拾級而
上，進入人民大會堂東門。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
工作委員會有關領導同志等，在這裏集體迎接他們
到來。

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氣氛熱烈莊重。
巨幅紅色背景板上，“七一勳章”圖案熠熠生輝。
背景板前，18面鮮艷的紅旗分列兩側，18名英姿
挺拔的解放軍儀仗隊禮兵在授勳台兩側持槍佇立。

9時58分，伴歡快的樂曲，習近平同“七一
勳章”獲得者一同步入會場，全場起立，熱烈鼓
掌。

10時整，解放軍軍樂團號手吹響儀式號角，
頒授儀式開始。隨後，《義勇軍進行曲》奏響，全
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王滬寧宣讀《中共中央關於授予“七一勳
章”的決定》。決定指出，為了隆重表彰在中國革
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為黨和人民事業一
輩子孜孜以求、默默奉獻，貢獻突出、品德高尚的
功勳模範黨員，激勵全黨堅守初心使命、忠誠乾淨
擔當，黨中央決定，授予馬毛姐等29位同志“七
一勳章”。

2名旗手高擎黨旗，1名禮兵手捧“七一勳
章”，邁雄健的步伐，行進到儀式現場。

在雄壯的《忠誠讚歌》樂曲聲中，習近平為
“七一勳章”獲得者頒授勳章，並同他們親切握

手、表示祝賀，全場響起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少先
隊員向勳章獲得者獻上美麗的鮮花，敬禮致意。

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他首先代表黨中央向“七一勳章”獲得者表示
熱烈的祝賀、致以崇高的敬意。習近平指出，今天
受到表彰的“七一勳章”獲得者，就是各條戰線黨
員中的傑出代表。在他們身上，生動體現了中國共
產黨人堅定信念、踐行宗旨、拚搏奉獻、廉潔奉公
的高尚品質和崇高精神。

強調堅持人民立場人民至上
習近平強調，堅定信念，就是堅持不忘初

心、不移其志，以堅忍執的理想信念，以對黨和
人民的赤膽忠心，把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和熱愛牢記
在心目中、落實在行動上，為黨和人民事業奉獻自
己的一切乃至寶貴生命，為黨的理想信念頑強奮
鬥、不懈奮鬥。全黨同志都要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
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永
遠信黨愛黨為黨，在各自崗位上頑強拚搏，不斷把
為崇高理想奮鬥的實踐推向前進。

習近平指出，踐行宗旨，就是對人民飽含深
情，心中裝人民，工作為了人民，想群眾之所
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密切聯繫群
眾，堅定依靠群眾，一心一意為百姓造福，以為民
造福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我將無我、不負
人民”的崇高情懷。全黨同志都要堅持人民立場、
人民至上，堅持不懈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始終保
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習近平強調，拚搏奉獻，就是把許黨報國、
履職盡責作為人生目標，不畏艱險、敢於犧牲，苦
幹實幹、不屈不撓，充分展示了共產黨人無私無畏
的奉獻精神和堅忍不拔的鬥爭精神。全黨同志都要
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保持“敢教
日月換新天”的昂揚鬥志，埋頭苦幹、攻堅克難，
努力創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業
績。

勉勵黨員永葆清正廉潔本色
習近平指出，廉潔奉公，就是保持共產黨人

艱苦樸素、公而忘私的光榮傳統，從不以功臣自
居，不計較個人得失，不貪圖享受，守紀律、講規
矩，生動體現了共產黨人應有的道德風範。全黨同
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清清白白做人、
乾乾淨淨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儉修身，永葆清
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習近平強調，新時代是需要英雄並一定能夠
產生英雄的時代。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
鋒、民族脊樑，黨員隊伍必須過硬。希望受到表彰
的同志珍惜榮譽、發揚成績，爭取更大光榮。各級
黨組織要從工作和生活上關心愛護功勳黨員，大力
宣傳“七一勳章”獲得者的感人事跡和崇高品德，
在全黨全社會形成崇尚先進、見賢思齊的濃厚氛
圍，激勵廣大黨員、幹部牢記黨的性質宗旨，牢記
黨的初心使命，不懈奮鬥，永遠奮鬥，在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向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勇前
進。

頒授儀式後，習近平等領導同志同“七一勳
章”獲得者合影留念。

頒授儀式前，習近平等領導同志會見了全國
“兩優一先”（即全國優秀黨員、黨務工作者、先
進基層黨組織，編者註）表彰對象，並同大家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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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3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能工巧手获得第十五届中华技能大奖——

大国工匠这样“炼”成
本报记者 李 婕

最初看不懂生产图纸的电焊工人，可以成长为“大国焊

将”；一支普通的口红，能变成创新的灵感来源；面对高炉

碳砖“巨无霸”，筑炉工艺可达“毫米级”……技能带来的

精彩与不凡，常常在生产一线、工厂车间竞相绽放。

6月22日，第十五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3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国工匠获得中华技能大奖这一殊荣。

“国”字号技能大师是如何炼成的？漫漫技能之路上，时间与

经验如何沉淀出事业成功的芬芳？一起看看他们的故事。

获奖者张义铁获奖者张义铁 （（左一左一）。）。 人社部人社部供图供图

获奖者刘丽。
人社部供图

获奖者王汝运。
人社部供图

“不是一味干‘粗活’，知识和技术才
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本钱”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到了极致。”刘
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采油工、高级技师，也
是这次中华技能大奖的获得者。28年，从基层采油女工成长为石
油工业油气生产领域的专家型技能人才，她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评
价只是这短短的一句话。

1993年，刘丽从技校毕业，在父亲的影响下，来到中石油标
杆队48队担任采油工。由于工作性质特殊，采油工这一行男性职
工占比大，而刘丽在采油一线坚守了28年。

“采油工并不是一味干‘粗活’，知识和技术才是实现人生价
值的本钱。”怀着这样的信念，刘丽不断提升理论和实际操作水
平。平日总是怀揣一本技术书，白天上井对照实物琢磨，下班回
家再把知识整理成笔记，直到吃透弄懂。28岁时，她被破格聘为
采油技师，35岁时成为大庆油田最年轻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技能专家。

没有人是天生的能工巧手，这些大国工匠的故事里，有着同
样的钻研劲儿。

王汝运如今是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是对
中国桥梁建设有突出贡献的“大国焊将”。在国家重点工程南京二
桥的建设中，他一人完成的焊缝总长度就达到2000多米，被大家
称为“南二桥上的拼命三郎”。

但是谁能想到，刚参加工作时，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曾连生
产图纸也看不懂，关键任务都插不上手。面对理论知识的欠
缺，他自费购买大量技术类书籍，坚持每天工余时间刻苦钻研，
笔记写满了十几个厚厚的笔记本。勤学苦练，拜师学艺，技能
钻研之路何其充实。

2017年，王汝运率队参加上海金砖国家国际焊接大赛，一举

实现中国中铁在国际大赛中奖牌“零”的突破，也在国际舞台上赢
得一份荣耀。桥梁焊接劳动强度极大，技术要求极高。30 多年
来，王汝运一心扑在了这个融苦、脏、累、难为一体的工作岗位
上。“技术代表能力，实干代表品质”，这是他的信念。

“不仅要能干苦干，还必须会干巧
干，不创新迟早被淘汰”

除了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如何把活干得更巧、干得更快、干
得更好是大国工匠们常常琢磨的问题。技能的追求没有止境，在一
遍遍的研发、生产、实验、修改、再实验中，他们解决了大量的实
际难题，也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有的来自生活中的小小灵感——几十年来，采油工一直沿用传
统的抠取办法更换盘根盒密封圈，“总漏油、盘根寿命短、换起来
费劲”，小小的盘根让采油工没少吃苦头。2000年，刘丽开始琢磨
解决这一难题。她受到口红的启发，设计了“上下可调式盘根
盒”，并在十几年间进行了五代改进，使盘根更换时间从40多分钟
缩短为10分钟，盘根使用寿命从1个月延长到6个月。

有的来自千百次的试验——砌筑是各类冶金炉窑建造的关键
环节，在筑炉过程中，上千块耐火砖拼接在一起，砖缝的大小是
一门大学问。在武钢 7 号高炉本体砌筑施工中，一块高炉碳砖长
约 1.7 米、重达近 1 吨，面对这个“巨无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
公司筑炉工吴春桥带领团队不断调整泥浆黏稠度，筛选砌筑手
法，制定不同的砌筑方案。

最终，经他砌筑的碳砖砖缝达标，墙体表面平整度均保证在1
毫米以内。他的“毫米级”筑炉工艺相继在中国容积最大、工艺
最先进的7.63米焦炉、6.25米捣固焦炉和7米焦炉，以及巴西、南
非、印度等海外大容积焦炉中推广应用，经济和社会效益“杠杠
的”。

有的来自向“不可能”进发的勇气——核电发电机是将核能转

化为电能的最终环节，也是最复杂、最贵重的电气设备，造价高
达数亿元，而检修是发电机稳定运行最重要的保障。

检修中，发电机定子线棒吹干是一项世界性难题，过去国内
没有专用工具，手工方法不但安全性差，还要耗时 15 天才能完
成，长期以来，“快速吹干”被视为一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师王建涛爱动脑搞发明，他打破
固化思维，发明了定子线棒全自动快速吹扫装置，并经 10 年改
进五代产品，将吹干时间大幅缩短到 7.5 小时，消除了安全隐
患，单次可节约 90 人工日和 7 天工期，甚至比国际同类装置
更快！

王汝运说：“市场思维的改变，产品技术的升级，要求一线工
人不仅要能干苦干，还必须会干巧干，不创新迟早会被淘汰。”大
国工匠们的成长之路，也是一条创新攀登之路。

传、帮、带，让技能薪火相传，点燃
年轻人的工匠梦想

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跑得更远。翻开本届中
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履历，年龄多在40-50岁之间。如何能让技能
薪火相传，是他们不断思考和实践的命题。

从事采油工作20多年的张义铁，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的一名高级技师。为了让更多石油工人成为技术大拿，张义铁
牵头成立了油田首个技师工作室。他坚持举办“技术课堂进井
站”活动，上门送教，定期把技术知识送到一线，年培训基层岗
位员工500人以上。

从这里，先后走出 42 名技师、高级技师，10 名省部级技术
能手，20名公司级技术标兵。2020年，张义铁技能大师工作室被
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用实际行动让石油事业的人才队伍
生生不息。

“吃科技饭，走创新路，技能成就人生”，本溪钢铁 （集团）
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师罗佳全将这样的职业态度带到
团队中间。总结工作技能、积累宝贵经验的同时，罗佳全充分发
挥技能领军人才的“传、帮、带”作用，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
台，传授毕生的高超技艺。

以他为带头人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了电气自动化实
操、电气高压系统实操、高压电缆接头制作、试验、故障查找等
功能体系完备的培训室和实操演练、比武场地，在全国冶金系统
首屈一指。

更有许多技能大咖拥抱新方式，点燃年轻人的梦想。齐名是
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维修电工、高级技师，他
技校毕业，却“驯服”了一台又一台“洋设备”，用坚韧不拔的

“牛劲儿”诠释着新时代工匠精神。为带动年轻人学技术，他走
进校园传道授业；疫情防控期间，更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免费录
制技能直播课程，与全国职工分享技能和经验，线上 4 万多人观
看……

“干一行，爱一行，只要恒久追求，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尽展靓
丽风采，镌刻无悔人生。”正是在他们的感召和带领下，越来越
多的产业工人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道路上迅速成
长，成为改革发展的主力军。相信随着社会土壤日渐肥沃，中国
的技能人才队伍也将迎来满园绽放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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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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火愈來愈猛烈、熱浪愈來愈頻繁、
夏季愈來愈長、乾旱愈來愈嚴重、海水溫
度愈來愈高。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EPA）的
報告表示，氣候變遷正在加速，美國民眾
的生活會更艱難。專家警告，解決氣候變
遷問題不僅要以科學為根據，更重要的是
要製定以公平原則為主的政策。

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辦的記者會上，洛杉
磯加大環境與永續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副教
授崔帕提（Aradhna E. Tripati）說： 「除
非從一開始就考慮到公平性，否則，氣候
變遷問題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

崔帕提補充說： 「任何形式存在的不
公，會以一種嚴重打擊低收入社區和少數
族裔社區的方式，與其他不平等問題相互
作用。」 他指出，瑪莉亞（Maria）和卡翠
娜（Katrina）颶風、加州天堂鎮（Para-
dise）發生的野火，對這些群體造成的影
響格外嚴重。

發生自然災害後，低收入家庭無法負
擔搬離災區，只能居住於缺乏綠地的瀝青
和水泥住房，讓他們更容易受到熱浪影響
。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
ton）衛生與全球環境中心（Center for
Health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教授
艾比（Kristie L. Ebi）表示，高溫是美國
的頭號氣候殺手。她說： 「高溫可以致命
，但這些死亡幾乎都是可以避免的。」

有慢性病、高血壓、心臟病、很少運
動、年齡超過65歲的民眾，是最容易因高
溫死亡的群體。不過，人們可以透過浸泡
、濕潤皮膚、持續保濕、打開電風扇來降
低核心體溫，但不建議開冷氣，因為冷氣
只會把多餘的熱氣排放到環境中。

艾比最近共同撰寫了一份關於氣溫上
升如何影響死亡率的報告。她說： 「許多
社區都已建立可以拯救生命的熱浪預警系
統，許多城市也為居民設置了消暑中心
（cooling center）。」

「城市選擇的開發方式，將決定我們
的城市是何模樣。我們必須仔細考慮公平
和環境公義的因素。」

高溫還加劇了乾旱對美國西南部各州

的影響，如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內
華達州、猶他州，最嚴重的是加州。由於
夏季才剛開始，接下來幾個月還會繼續會
處於乾燥狀態，乾旱可能進一步升級。

洛杉磯加大環境與永續發展研究院氣
候科學家史溫（Daniel Swain）解釋：
「氣溫上升對加州熱浪發生的頻率和嚴重

程度有很大的影響，也對乾旱有很大的影
響，因為會使大氣蒸發的速度不斷加快。
」

「最終，陸地上可用的水變少了，意
味著土壤和植被會變得更乾燥，植物需要
更多水，但河川、湖泊和溪流可供人類、
環境和農業使用的水也變少了。這也意味
著，大氣緩衝極端熱浪的能力將變弱。」

史溫警告，儘管整個社會已比過去更
認真對待氣候變遷問題，全球碳排放量最
終會降為零，但在這之前，我們還有幾十
年時間要與極度高溫、熱浪和乾旱為伍。
「我們不得不適應這個新氣候現實，在事

情最終好轉之前，這個問題還會繼續惡化
。」

談到減緩或適應氣候變遷的計劃，崔
帕提表示，我們迫切需要讓很少或沒有發
言權的少數族裔參與。少數族裔對改善社
區水質、空氣品質或綠地的要求，往往都
被忽視，對他們的健康造成影響。

崔帕提說： 「如果我們希望少數族裔
能參與制定氣候變遷政策，國家氣象局和
成立中的國家氣候局（National Climate
Service）必須提供多語言訊息。」 他還強
調，必須支持原住民的主權，以及他們著
重保護環境和永續性的傳統習慣。

崔帕提認為，應該優先考慮讓少數族
裔企業參與美國 「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在發生自然災害後，聯邦緊
急 事 務 管 理 署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FEMA）應該
優先為低收入民眾開發可負擔住房，而不
是優先重建豪宅。

艾比以耶魯大學2020年一項衡量美國
人觀點的調查為例，來強調全球暖化報導
的重要性。調查發現，72%的受訪者相信
全球暖化正在發生，61%的受訪者認為這
個現象會傷害美國人，但只有35%的受訪
者談論它，只有25%的受訪者每週至少會
透過媒體看到一次全球暖化報導。

對抗全球暖化需要採取公平的做法
By: Jenny Manrique, Ethnic Media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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