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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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021

（中央社）（中央社紐奧良8日綜合外電報
導）斯克里普斯全美拼字大賽（Scripps Nation-
alSpelling Bee）今天頒發冠軍給14歲少女亞文-
賈迪（Zaila Avant-garde），她是在這項競賽奪
冠的第一位非裔美國人。

路透社報導，亞文-賈迪是繼1998年牙買加
參賽者麥克斯威爾（Jody-Anne Maxwell）之後

，第一位在拼字大賽得獎的黑人。亞文-賈迪也
是出色的藍球員，保持了同時可運多球的數項金
氏世界紀錄（Guinness World Records）。

亞文-賈迪最後贏得最高獎金5萬美元，儘
管確定勝出之前，Nepeta這個字有點兒難倒她，
但她仍力持鎮定，與評審和主持人有說有笑。

拼字大賽向來由印度裔的參賽者制霸，亞

文-賈迪必然會因贏得前所未見的勝利而倍受讚
譽。

今年的拼字大賽增設了一些規定，以避免多
人並列冠軍，像是在2019年，共有8人同時並列
冠軍。

首位非裔美國人首位非裔美國人 1414歲少女拼字大賽奪冠歲少女拼字大賽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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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33要聞2
星期六       2021年7月10日       Saturday, July 1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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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en days Governor Abbott
raised more than $18.7 million for
his 2022 reelection campaign.

Abbott’s campaign said that up
to now they have $55 million in
cash in hand.

In a statement the governor said,
“Our record-breaking
fundraising period is a testament
to the success of the 87th
legislative session and paints a
clear picture of what matters
most to Texans: freedom,
opportun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Under Governor Abbott’s
administration, Texas has tried to
attract more big businesses,
especially from California.

The simple reason is that in
Texas we don’t have personal
income taxes like many states
including California.

We are the largest state in the
nation except for Alaska. Our
land is cheaper than many states
and in some of our cities, we don
’t have zoning law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exas
has become one the best states
to attend a good college and
many schools now produce top
high-tech graduates.

In Texas we have the best
seaports and airport in the
country and Houston,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With many good economic
strengths to offer indicates that

Texas will become a star
attraction very soon.

0707//0909//20212021

Governor Raised BigGovernor Raised Big
MoneyMoney

德州州長艾伯特在十天
內就募到政治捐款一千八百
萬元，到目前為止， 他已經
有五千五百萬元的競選基金
，這對於他要競選連任，無
疑是吃了棵定心丸。

艾伯特在一項聲明中說
，這項募款之成功代表了州
民對八十七屆議會之支持，
截至目前為止， 還沒有民主
黨人宣布對州長之挑戰。

德州近年來在艾伯特州
長之大力推動下， 許多跨國
企業紛紛遷入， 尤其是來自
加州之高科技産業 ，其中有
諸多因素。

德州地大人稀，土地價
格便宜 ，許多大城市都沒有
都市計劃之嚴格規定， 商業
住宅都可以規劃在一起。

德州沒有州所得稅，換
言之， 在加州每個人之所得
先就被扣稅。

德州近年來教育發達，
不斷培養出許多高科技人材
。

成為美國除阿拉斯加外
最大的一州，我們真是有用
不盡的土地和能源， 並有完
善之港口機場， 我們預期德
州是未來美國之星。

德州州長是吸鈔機德州州長是吸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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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儘管世界衛生組織與多名專家呼
籲不要過早解除封鎖，英國政府仍預計將於7
月 19 日結束對於民眾的各種限制。然而，由
於年齡、性別、慢性病等危險因素，英國約有
1850萬人為新冠肺炎的重症高風險群。為此，
《衛報》7日從潛在健康問題、有無接種過疫
苗、年齡、孩童、孕婦、性別與人種，全面剖
析這些族群中，有哪些人是新冠肺炎的高風險
族群。

※潛在健康問題的弱勢族群
目前感染新冠肺炎致死的人，在死亡證明

中往往會發現也同樣有著其他疾病，最常見的
包括糖尿病(約21%染疫而死的人與該病有關)
、高血壓、慢性腎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與失
智症。此外，根據現有研究文獻顯示，肥胖與
病態性肥胖出現不良症狀的風險將大幅增加。

不過，好消息是英國心臟學會表示，專家
已證實疫苗在擁有健康問題的人身上(如心臟
病患者)，具有同樣的效力。施打疫苗卻沒有
產生效力的人，往往 「是服用免疫抑制劑或免
疫功能低下的患者。這類病患即使注射疫苗也
不會產生免疫反應。

※未接種疫苗或僅施打一劑疫苗者
目前在英國流行的Delta變種病毒(首次發

現於印度)，讓感染者的住院風險成長1倍。甚
至，公共衛生專家發現，相較於Alpha變種病
毒株(首次於英國發現)，感染Delta變種病毒株
的人住院機率成長85%。

不過，隨著老人接種疫苗並獲得保護力，
英國發現目前住院的患者有年輕化的趨勢；即
使老人不幸住院，住院的時間也出現縮短的現
象。

根據英國公共衛生署5月發布的研究，僅
接受單劑AZ疫苗或輝瑞疫苗的人，面對Delta
變種病毒的防護力下降至33%；完整接受兩劑
輝瑞疫苗的人，防止Delta變種病毒而引發的
有症狀感染，效力仍有88%。

※老人
據英國統計，在 1850 萬名高風險族群中

，近900萬人年齡為69歲以上，凸顯老年人口
的危險。更進一步來說，在 69 歲以上的高齡
人口中，有66.2%為新冠高風險族群；若是85
歲到89歲的人，此一數字更攀升到79.4%。相
較之下，整個英國只有24.4%的人為處於中度
或高度風險。

從死亡率來看，確診新冠肺炎的患者中，
80歲以上死亡的可能性微40歲以下患者的70
倍，老人面對新冠肺炎的風險不可不慎。

※孩童

在全英國24.4%的高風險族群中，2至9歲
的孩童佔5.1%，各年級的孩童則佔8.3%。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公共衛生教授里莫
恩（Anne Rimoin）警告， 「孩童能傳遞病毒
，他們很容易受到感染」。

事實上，因新冠肺炎的緣故，英國上週約
有逾64萬的孩童無法上課，確診孩童數更由6
月24日的1.5萬人上升至7月1日的2.8萬人，
因在學校與確診者接住而自我隔離的人數更由
27.9萬增加至47.1萬。若在校外接觸確診者而
須自我隔離的孩童，更突破56萬人。

在 2020 年夏季，佛羅里達州因新冠肺炎
而住院的孩童，短短的8天內激增23%。南韓
的研究更警告，年僅 10 歲的孩童在家裡傳播
病毒的風險與成人相同。

※孕婦
根據《英國醫學期刊》的統計，每 1000

名孕婦就有4.9人在懷孕期間感染新冠肺炎並
住院；如果孕婦擁有潛在健康問題，罹患重症
風險也隨之上升。事實上，早在2014年3月5
日，研究就發現約12.9%的孕婦會因潛在健康
問題而面臨較高的風險；2020年，約3分之1
因新冠肺炎確診而住院的孕婦，都發現代有潛
在健康問題。

該研究還指出，每265名嬰孩中就有12名
(5%)新冠肺炎篩檢為陽性；其中，有6名在出
生後的12小時內篩檢確診。

※男性
報導警告，男性在感染心冠肺炎後更容易

轉為重症，包括住院與進入加護病房；其中，
50歲以上的男性最容易轉為新冠重症。此外，
男性在罹患心冠肺炎後死亡率也較高，為女性
的2倍。

※女性
雖然女性死亡率較男性來得低，但是女性

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更高；不過，這種關聯性
會著年齡而改變。研究證實，55歲以上的男性
，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比較高。

儘管如此，從長期來看，新冠肺炎的患者
仍以年輕女性為主，男女之間的比例約為1比
4，即每1位男性染疫，就會有4位女性確診；
若從總體比例來看，女性染疫的比例更達70%
到80%之間。

※族裔
目前統計數據顯示，非裔、亞裔與少數民

族，染疫時致死的風險高於白裔族群。這與先
前新冠肺炎的統計恰巧相反，當時亞裔與非裔
的死亡率低於白裔族群。

解封後誰是新冠肺炎高風險群
《衛報》剖析7大族群

雖然拜登總統在四月決定,將在九月十一日
前從阿富汗全面徹軍以終結與塔利班永無止境
的戰爭,但根據阿富汗軍方指稱,美軍其實已在
七月二日深夜不告而別,靜悄悄撒離阿富汗,既
沒有告知,也沒有交接,只留下幾千輛戰車與設
備,從阿富汗公佈的視頻證實此言不虛。美國以
這種方式與阿富汗分手,像極了一個絕情絕義,
背棄女友的負心漢,任何想把終身托付給美國的
國家應從阿富汗身上記取慘痛教訓！

美軍撤離阿富汗,正如當年從南越撤退一樣
,符合美國民意與國家利益,拜登說的非常對:”
美國去阿富汗打仗不是為了基礎建設，我們再
也負擔不起打仗的成本,阿富汗的命運應由他們
的人民來決定,他們必須團結起來，我不會再派
美國子弟到那裡參戰。”

拜登政府顯然已完全放棄阿富汗,事實上,
三個月前當他宣布要撤軍後, 塔利班已攻陷阿
富汗三分之一行政區,美軍視若無睹,除保衛美
國駐喀布爾大使館外,他們已無思作為。拜登說
，曾有一位阿富汗女學生告訴他，如果沒有美

軍，她將無法實現醫生的夢想。“她一再對我
說:你們不能離開，你們不要離開,我想成為一
名醫生。這真令人心碎,我告訴她,美國將持續
為保護阿富汗女性安全而努力。”

美國將來真會如此做嗎? 那是令人質疑的,
儘管拜登承諾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捐款,但當
中國進入阿富汗,全力發展一帶一路世紀工程後
,美國可能就背棄諾言了。

歷史很荒繆,小布希總統20年前為殲滅發動
911的基地組織首腦賓拉登,不惜動用武力攻打
包庇他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並扶植了阿富汗
民選政府,但與塔利班這一場戰爭花費了兩兆美
元,美軍與北約盟軍近15萬人喪命都無法結束,
川普一度試圖與之和談亦無功而退,如今拜登從
浩劫中撤退,表面上輸了戰役,卻保全了美國國
力。

美國已不在乎阿富汗的安危,或許拜登會特
別開恩讓那位女學生來美國追逐醫生的夢,但其
他阿富汗婦女再次淪為塔利班奴隸的非人道作
為,美國恐怕再也不會過問了。

【李著華觀點 :不必說再見
美軍悄悄揮別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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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跑不過病毒”
德爾塔毒株在世界各地加速蔓延

綜合報導 面對德爾塔變體帶來的新

一波疫情大流行的風險，全世界的擔憂

在加劇。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分

享疫苗的速度“僅僅是涓涓細流，趕不

上新冠病毒變種的速度”。

據報道，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警告

說，目前富國與低收入國家分享疫苗的

速度太慢，不足以阻止新冠病毒變種德

爾塔傳播，這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面臨

死亡風險。

在有消息稱新冠病毒變種德爾塔目

前至少已出現在98個國家和地區後，世

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分享疫苗的速

度“僅僅是涓涓細流，趕不上新冠病毒

變種的速度”。

報道稱，譚德塞發出這一警告的背

景是，牛津大學教授莎拉· 吉爾伯特呼籲

謹慎對待為英國兒童接種疫苗的提議。

吉爾伯特是牛津大學/阿斯利康製藥公司

新冠疫苗研發團隊的負責人。吉爾伯特

對《觀察家報》說：“我們必須在考

慮為高收入國家兒童接種疫苗與為世

界其他國家接種疫苗之間找到平衡點

，因為我們必須阻止這種病毒在全球

傳播。”

譚德塞說，世界領導人必須確保到9

月底所有國家至少10%的人口已接種疫

苗，以便易感人群和醫務人員獲得保

護。他還說，到明年 7 月，每個國家

都應該有70%的人口已經接種疫苗。他

說：“這是減緩疫情、拯救生命和推動

真正的全球經濟復蘇的最佳方式，同時

又能防止（新冠病毒）更多危險變種占

據上風。”

另報道，面對德爾塔變體帶來的新

一波疫情大流行的風險，全世界的擔憂

在加劇。自2019年12月底暴發以來，新

冠肺炎大流行已在全球造成近400萬人

死亡，在除拉丁美洲之外的全球所有地

區加速發展。

7月 3 日，受到德爾塔變體正面

沖擊的俄羅斯連續第五天創下日增

死亡人數的新紀錄，在過去 24 小時

內 死 亡 697 人 。 日 新 增 病 例 數 為

24439 例，是 1月中旬以來的最高值。

在疫苗接種運動馬力不足的背景下

，俄羅斯的新冠疫情在 6 月中旬再

度暴發。

在歐洲其他地方，葡萄牙也面臨著

德爾塔變體占據主導的形勢，決定從7

月2日開始在包括首都裏斯本在內的45

個市鎮重新實施宵禁。這涉及葡萄牙近

一半人口。德國總理默克爾對獲準到英

國現場觀看歐洲杯半決賽和決賽的觀眾

的數量表示擔憂。英國感染德爾塔變體

的病例數激增。

在亞洲，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冠疫

情形勢，印度尼西亞公布的嚴格限製

措施7月 3日生效。該國3日的日增感

染病例為27913例，創下了新紀錄。該

國已在首都雅加達和巴厘島實施了部

分隔離措施。

7月 3日，數千名印尼士兵和警察

走上街頭，執行持續到 7月 20 日的新

措施。設置了數百個檢查站，清真

寺、餐館和購物中心關閉。雅加達一

名居民說：“更嚴格的限製措施來得

太晚了。病毒離我們如此之近，太可

怕了。”

在斐濟，當局警告說，新冠肺炎造

成的死亡人數正在增加，而德爾塔變體

的暴發有可能淹沒其衛生系統。

在同樣疫情嚴重的伊朗，總統魯哈

尼7月3日提醒註意由德爾塔變體引發的

第五波疫情，呼籲民眾完全遵守衛生指

令。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稱，非洲的情況

也非常令人擔憂，那裏“所有以前的峰

值紀錄都被打破了”。南非是非洲大陸

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根據官

方數據，該國7月2日新增病例數達到創

紀錄的2.4萬例，感染病例總數超過200

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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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該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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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上調

至 5.18%，但分析師將巴西明年經濟增長預期從上周的2.11%下調至

2.1%。

分析師同時將巴西今年通脹預期由上周的5.97%上調至6.07%，但將

明年通脹預期從上周的3.78%下調至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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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提高至6.5%；到明年底前，基準利率將提高至6.75%。

至於匯率，分析師預測，到今年年底前，巴西雷亞爾與美元的匯率

將為5.04比1；到明年底前，匯率將貶至5.2比1的水平。

外貿方面，分析師預測，巴西今年外貿順差將從上周預期的688億

美元下降到684.1億美元。而明年外貿順差將為602億美元，略高於上周

的600億美元。

分析師還預測，巴西今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從上周預估的580億美

元下降到550億美元。而明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為690億美元，高於上周

的679.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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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活躍新冠病例逾6000例
仍將面臨第四波疫情？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5日稱，目前希

臘有6000多例活躍新冠病例，也已經出現

多起感染德爾塔毒株的病例。他表示，必

須說服更多民眾接種疫苗。

活躍病例超6000例
當地時間7月5日晚，希臘國家公共衛

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801例新

冠病毒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426963例。

新增死亡6例，累計死亡12743例。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5日舉行的政

府防疫工作會議上說，希臘的疫苗接種正

在進入下一階段，地方政府、教會、社會

團體和商界的積極配合尤為重要。他說：

“我們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們必須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說服更多的民

眾接種疫苗，以便在秋季時達到預期的

70-75%的疫苗覆蓋率。”

米佐塔基斯還強調，希臘已經有多例

感染德爾塔變異毒株的新冠確診病例。正

如專家們預測的那樣，該變種病毒成為希

臘新冠疫情的主流毒株只是時間問題。他

說：“上周我們已經註意到活躍病例的顯

著增加。截至目前希臘共有6000多個活動

病例。”他指出，年輕人由於喜歡社交，

活動軌跡較大，因此敦促他們盡快完成疫

苗接種是當務之急。

希臘當局此前宣布，

從7月15日起，允許已經完

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以及

在過去6個月中已經從新

冠肺炎中康復的人，可以

在休閑娛樂項目中享受更

多的自由。其中包括無

需病毒測試陰性證明即

可自由進入電影院、劇

院、音樂廳、體育館，

以及餐廳、酒吧的戶內區域。

對此，米佐塔基斯承諾說，檢察人員將

會在新措施生效後加強對違規行為的檢查。

他表示：“我們必須將註意力集中在娛樂活

動上，這些活動可能會吸引過多的人，從而

助推病毒擴散。” 檢查的具體操作方式和

對違規者的處罰將在下周公布。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阿佐尼斯· 喬

治亞季斯表示，如果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數量在未來兩周內繼續以目前的速度上

升，希臘將面對一個不同的局面，有必要

重新審視應對疫情的對策。

希臘還將迎來第四波疫情？
雅典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尼克斯· 西普

薩斯(Nikos Sypsas)接受采訪時預測說，第

四波疫情來到希臘只是時間問題。他認為

，8月希臘的新增新冠病例將出現顯著增

長，幾乎所有沒有接種疫苗的人都可能會

在這波疫情中受到感染。

西普薩斯表示：“預計到8月中旬希

臘將迎來新一輪疫情的暴發。但令我震驚

的是有些人仍願意承擔不接種疫苗的巨大

風險。”他指出，老人和患有基礎疾病的

人士都必須接種疫苗，在病毒面前，沒有

什麼年齡是“安全年齡”。

關於佩戴口罩的問題，他說：“室內

區域是超級傳播區域。另外，衛生專家委

員會從未給出任何可以摘下口罩的指示。

當人們離開家時都必須戴好口罩。”

南非首條全電動公交線路
投入運行

綜合報導 南非首條全電動公交車線路日前在南非西開普省首府開

普敦正式投入運營。6日，該省交通局局長戴林· 米歇爾(Daylin Mitchell)

表示，電動公交車線路投入使用，旨在通過環保的方式改善當地公共交

通狀況。

據米歇爾介紹，這條電動公交線路所用的兩臺公交車均由中國比亞迪

公司製造，由擁有160年經營歷史的南非金箭公交公司負責引進。引進公交

車後，金箭公交公司便開始長達12個月對兩臺電動公交車的測試工作，並

於近日完成了全部測試工作。從本月5日開始，兩臺電動公交車被納入該公

司日常運營中，用於運送往返於瑞查特和開普敦之間的民眾。

米歇爾表示，該部門目前正在與有關各方展開合作研究製定更多技

術解決方案，以切實改善當地民眾出行困難的問題。此次推出的電動公

交車線路，一則較以往的汽柴油公交車更為節能環保，二則在乘客安全

方面也更加有保障。

南非金箭公交公司工程師吉迪恩· 尼斯林(Gideon Neethling) 介紹稱

，此次引進電動公交車旨在響應南非政府推動減少碳排放和使用可再生

能源的號召。針對此次進口的兩臺電動公交車的測試標準非常嚴格。

“我們對公交車展開了一系列嚴格的測試工作，目的是在將它們納入日

常運營之前，準確了解這些電動公交車的性能。”他坦言，兩部電動公

交車的質量良好，按時完成了各項測試，“對參與測試項目的每個人來

說，測試工作最終成為了一種樂趣，每當一個測試完成或達到預期指標

時，我們的興奮程度都會進一步增加。”

被提出50年後，霍金黑洞面積定理首次獲觀測證實
綜合報導 1971年，英國著

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提出，黑

洞的事件視界(任何東西都無法逃

脫的邊界)的面積永遠不會減少，

這就是著名的霍金黑洞面積定理

。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官網近日

報道，50年後，來自該機構以及

其他大學的物理學家利用引力波

探測器首次從觀測上證實了這一

定理，研究結果發表於最新一期

《物理評論快報》雜誌。

黑洞面積定理的提出在黑洞

研究史上非常重要，此後物理學

家們開啟了黑洞熱力學的研究，

提出了非常黑洞熵、霍金輻射等

多個與黑洞有關的重要理論。但

多年來，物理學家們只是利用數

學方法證實了黑洞面積定理，從

未被觀測證實過。

直到2015年，美國的激光

幹涉儀引力波天文臺(LIGO)觀測

到第一個雙黑洞合並產生的引力

波信號GW150914——兩個黑洞

相互碰撞產生了一個新黑洞，釋

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

在時空中蕩漾，被LIGO“逮個

正著”，這讓物理學家們看到了

希望。是不是可以通過探測到的

數據，證實霍金黑洞面積定理了

呢？甚至連霍金本人，都曾與

LIGO取得聯系，詢問他們的探

測結果是否能用於證明。但受限

於當時的技術，信號中的許多信

息還不能被提取出來。

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

2019年，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技

術，可以提取出兩個黑洞在發生

碰撞形成新黑洞的那一刻之後

GW150914的一些信息。如果霍

金黑洞面積定理成立，則新黑洞

的視界面積不應小於其母黑洞的

視界總面積。在這項新研究中，

物理學家重新分析了黑洞碰撞前

後GW150914發出的信號，證實

合並後事件視界的總面積並沒有

減少，合並前兩個黑洞的總視界

為23.5萬平方公裏，而合並後為

36.7萬平方公裏。他們報告的結

果有95%的置信度。

這是科學家們首次通過直接

觀測證實霍金黑洞面積定理。該

團隊計劃檢測未來的引力波信號

，看能否進一步證實霍金黑洞面

積定理，或者發現新物理學的

“蛛絲馬跡”。最新研究主要作

者馬克西米利亞諾· 伊西說：

“有可能存在多種致密天體，其

中一些是遵循愛因斯坦理論和霍

金定律的黑洞；而另一些則可能

‘舉止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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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根據路透8日報導，美國拜登政府最快會在9
日將14個中國企業和實體列入商務部的貿易黑名單，因為這些
公司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權和進行高科技監控。在北京，外交部
稱，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路透引述消息來源，稱美國商務部計劃將14間被指在新疆
強迫勞動、侵犯人權的中企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但目前不
知名單上有哪些企業。據報還有其他國家的公司也會被列入黑
名單。此舉顯示，拜登政府打算就新疆人權惡化問題向中國施
壓。

美國上月底才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5間中企列入貿易黑
名單，指他們涉及新疆強迫勞動。美國企業日後若要向這些被

列入黑名單的企業出售產品或服務，得先申請許可。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美方所謂的 「實

體清單」實質上是藉人權作幌子，用來打壓中國特定企業和產
業的工具，同時是美方禍亂新疆、以疆治華的手段。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挫敗美方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

此外，配合拜登政府對中國企業相關禁令，美國股市2大
指數－標普道瓊指數和富時羅素，6日決定剔除更多中國企業
。根據路透報導，標普道瓊指數將於8月2日剔除25家中國公
司，而富時羅素將於7月28日再剔除20家。

將被剔除的中企包括航天彩虹無人機、航天晨光、中航重

機、中國船舶重工等多家中國航天和船舶工業企業。
北京稱這是美國的損失，不會妨礙國際投資者投資這些企

業。
汪文斌說： 「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濫用

國家力量，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無端打壓中國企業。美方的有
關行徑，嚴重違背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競爭等通行國際經貿規
則，違背時代發展潮流，會損及各國投資者利益，也會損害美
國利益和自身的形象。有關指數剔除優質的中國企業，只會降
低這些指數的權威性和代表性，這是他們自己的損失。」

季辛吉：美中應循 「尼克森模式」化解緊張

拜登強力為撤軍阿富汗辯護
稱當初目標已達成

（綜合報導）7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今天透過視訊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研討會時指出，美中需要立
刻對話，就像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的模式，化解緊
張。

有中國官方色彩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CPIFA）與紐約智
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9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合作舉辦紀念季辛吉秘密訪中50週年網路研討會。綜合自由亞
洲電台、環球網報導，季辛吉在會中發表主題演講時作上述表
示。

他表示，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中的成果，就是在美
中之間建立一系列相互了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方認識到

，中國人民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而美方不會挑戰這個（基礎），同時（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
東也清楚表明，台灣問題會需要長時間來解決。」

季辛吉又說，美中50年來秉持相互克制的態度發展關係，
而在美中關係再次緊張的時刻，對話應該盡快展開。 「我們需
要對話，就像當時我有幸促成，讓尼克森跟周恩來、毛澤東在
1972年對話一般。」

據報導，同樣出席這場活動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則在
演講時將美中緊張局勢歸咎於美方，批評美國正在操弄意識形
態分歧。

王岐山指控，美方以競爭為名，把中國打造成假想敵，刻

意營造猜忌對立、勝敗對決的氣氛，可能導致戰略誤導、誘發
戰略誤判。

他並表示，美方應認清自身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在外國、更
不是中國， 「可以肯定的說，就是在美國自身」。

報導表示，王岐山在致詞最後，還脫稿回顧了1990 年首
次在紐約與 「中國的老朋友」季辛吉見面的花絮。他並在北京
會場，隔著螢幕祝福遠在美國的季辛吉 「健康長壽」。

美國1970年代為了對抗蘇聯，在親中共人士奔走之下，於
1971年由中共邀請美國派乒乓球代表團到中國大陸訪問，成為
中共於1949年建政後，首批進入中國大陸鐵幕的美國人。

美加強打壓陸企力道美加強打壓陸企力道
再列再列1414家企業黑名單家企業黑名單

（綜合報導）面對外界抨擊美軍撤出將導致阿富汗走向內
戰並終將淪陷塔利班之手，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動怒駁斥，聲稱
一些阻礙都在意料之中、但無損撤軍計畫，還堅稱美國當初揮
師目標已達成。

「華盛頓郵報」報導，這是自拜登今年4月宣布撤軍以來
，首度針對此議題公開談話。拜登還承諾，基於擔心和美軍並
肩作戰的阿富汗傳譯及其家人生命安全，將重新安置這幾千人
，並說最早本月就會以航班撤離這些人員。

拜登在白宮發表講話之際，正值阿富汗局勢惡化、塔利班
節節勝利。耗時20年的阿富汗戰爭耗費美國國庫數兆美元，陣
亡約2400名美軍。

對於有人反對撤軍，拜登在身後一排美國各軍種旗幟的白
宮東廳說： 「我倒要問問那些希望我們留下來的人：還想讓多
少成千上萬美國人子女去冒這個險？若不能合理預期會有不同
結果，我就不會再把又一代美國人送去阿富汗作戰。」

自美軍開始撤離阿富汗，塔利班戰士橫掃大部分地區、包

圍各省省會，而在某些案例中還毀諾，完全不放過已放下武器
的阿富汗政府軍。

就在拜登發表談話之際，消息傳出塔利班已占領一條阿富
汗和伊朗間的主要幹道。美國最近一份情報評估指稱，阿富汗
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在喀布爾（Kabul）的政權可能會在
美軍撤離後的6到12個月內垮台。

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始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
，時任總統的小布希企圖剷除為蓋達組織攻擊美國提供後盾的
塔利班政權。拜登的撤軍決定固然贏得兩黨支持，卻也同時招
致來自兩黨的批評，他們尤其擔憂撤軍恐讓讓塔利班捲土重來
並更加坐大。

「紐約時報」報導，拜登在回答記者提問撤軍相關問題，
尤其反駁重蹈當年撤軍越南覆轍時明顯動怒，稱美軍這次撤離
絕不會像1975年逃離西貢那般，還堅稱美國已做得夠多，足以
讓阿富汗警察和軍隊有足夠能力保護他們人民的未來。

當記者問到，是否這20年戰爭在達成更廣泛目標上已失敗

，拜登說： 「任務沒有失敗，並沒有。」但拜登表明，阿富汗
目前政府的命運以及婦女和女孩的權利，已非交在美軍手中。

拜登辯稱，這場戰爭目的不是要重建一個遙遠的國家，而是要
避免像 911 般的對美恐怖攻擊重演以及將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繩之以法。拜登說，從本質上來看，這場戰爭早在10
年前賓拉登被擊斃時，就該結束。

他說： 「我們不是去阿富汗去建設一個國家。這是阿富汗
人民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去決定他們的未來，以及他們想如何經
營國家。」

拜登表示，他不認為阿富汗早晚會淪陷塔利班之手，但當
記者問是否信任塔利班時，拜登隨即變臉。

他動怒道： 「這是個蠢問題。我相信塔利班嗎？當然不信
。但我相信阿富汗軍隊的能力，當談到作戰，他們更訓練有素
、裝備更好、也更有能力進行戰爭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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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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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軍方官員：
軍機墜毀致機上47人遇難49人受傷

綜合報導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

西裏利托· 索貝哈納表示，4日墜毀的軍

機上所有96人的下落都已查明，其中47

人遇難、49人受傷。稍早前報道稱，事

故致42名機上人員遇難、49人受傷，至

少5名軍人下落不明。

索貝哈納5日對路透社表示，機上

所有96人的下落都已查明，其中47人遇

難。他還表示，一共有49名軍事人員在

墜機事故中受傷。

此外，菲律賓國防部曾表示，事故

還造成地面上3名平民死亡，4名平民受

傷。

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紮納表示，已

下令對該事件進行調查，調查將在救援

和恢復行動完成後開始。軍方暫時沒有

發現任何飛機被襲擊的跡象。

據此前報道，軍方一架載有 96人

的C-130運輸機 4日在菲律賓南部墜落

並起火。路透社報道稱，這起事故是

菲律賓軍方近 30年來最嚴重的空難事

故。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哈利· 洛克發

表聲明表示，總統府對C-130飛機在蘇

祿發生的事故深感悲痛。“救援工作

正在進行中，我們一起為乘客的安全

獲救祈禱。”

這種病毒在日本迅速蔓延
東京部分兒科醫院“一床難求”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5日報道，近日，日本各地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S病毒)感染者激增

。由於這種病毒主要是兒童易感，

目前，東京都內的兒科醫院已接診

了大量感染者，部分醫院甚至已經

滿床。

據報道，RS病毒主要在兒童中

傳播，主要癥狀有發熱和咳嗽，與

感冒類似。特別是6個月以下的嬰兒

或有心臟疾病的嬰兒感染後，很有

可能發展為重癥。

根據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的

調查，6月14日至6月20日的一周間

，日本全國約3000家醫療機構的兒

科共確診了多達9641名RS病毒感染

者。

報道指出，與往年相比，2021

年日本的RS病毒流行開始得很早。

數據顯示，目前的感染者人數是

2019年同期的12倍；由於2020年該

病沒有在日本流行，目前的感染人

數是2020年的約440倍。

有專家稱，2020年，由於實施

了嚴格的新冠防疫措施，RS病毒也

沒有在日本擴散，這導致很多兒童

都沒有獲得免疫，或與今年RS病毒

快速蔓延有關聯。

在位於東京都港區的愛育醫

院，兒科一半病床的患者都是 RS

病毒感染者，從 6 月開始，該科

室的病床始終處於幾乎滿床的狀

態。

由於病床不夠，部分患者只能

在醫院內打點滴。該院兒科醫生浦

島崇表示，“急救現場和病床都很

緊張，如果發現(兒童)母乳或奶粉

的飲用量減少，或持續咳嗽至難以

入睡的情況，務必盡快前往醫院就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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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基本收入黨”國會議員

龍慧仁(Yong Hye-in)用嬰兒車推著出生59天

的兒子來到首爾國會辦公大樓，這是她5月8

日生產後首次上班。韓國國會副議長金相姬

向她表達了祝賀並贈送禮物。

當天上午10時 30分，龍慧仁抱著孩子

接受了記者的提問。龍慧仁稱，作為59天

大的嬰兒的母親，她支持所有懷孕、分

娩、育兒的女性，將通過議政活動來解

決所面臨的困境。她表示，在韓國，女性

獨自承擔懷孕、分娩、育兒過程的情況很

多。雖然要求解決低出生率問題的呼聲很

高，但在懷孕和生育過程中卻缺乏必要的

醫療支援。“因為不能使用育兒休假，導

致工作中斷的情況也很多"，"女性平均工資

只占男性的60%。育兒責任在於家庭，可支

配收入減少的負擔應由整個家庭承擔。"

“增加對懷孕、生育、育兒的公眾支援，

建立性別平等的照顧體系，才能解決低出

生率問題"。

龍慧仁表示，她將呼籲國會盡快修改法

律，讓議員可以帶著24個月以內的孩子上班

，以方便哺乳。

據《韓國先驅報》介紹，龍慧仁是第3位

在任期內分娩的現任議員。此前兩位分別是

第19屆國會前議員張哈娜(音)和第20屆國會

前議員申寶拉(音)。

震驚！假疫苗事件泛濫
度超 2600 人接種“鹽水疫苗”

綜合報導 由於擔心暴發另一波新冠

疫情，印度當局正加緊為民眾接種新冠疫

苗，但有報道指出，該國金融中心孟買數

以千計的人被註射了假疫苗——“鹽水疫

苗”，官員們正在展開調查。

據報道，過去兩個月，孟買十幾個私

人疫苗接種點涉嫌以鹽水代替新冠疫苗為

民眾接種，警方目前已逮捕14名涉案的嫌

疑人。

據悉，超過2600人在多個接種站接種

了所謂的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Covishield。

一些人說，他們發現接種的疫苗並沒有出

現在印度政府追蹤疫苗接種的在線門戶網

站上，而且，接種站聲稱隸屬的醫院也與

他們接種證書上的名字不符合，這些都令

他們產生懷疑。

一名女受害者在推特上說：“有人

懷疑我們是否真的接種了Covishield，還

是只是註射了葡萄糖或是過期、廢棄的疫

苗。”

當局稱，參與這項非法計劃的包括醫

療專業人員，他們每施打一劑向民眾收費

10美元至17美元。警方已從犯案者處沒收

了超過2萬美元。

孟買警官塔庫爾說：“被捕人員將被

控以串謀、欺騙和偽造罪。”

向孟買高等法院提起訴訟的律師西達

爾特· 錢德拉謝卡爾稱，這種情況“令人

心碎”。當地法院則表示，“假疫苗事件

不斷增加，這真是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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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傲莊III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宗在建中需要拆卸重
建的私樓，預計入伙日期延遲約9個月（確實日

期將由認可人士核實）。

買1500萬單位 補償115萬
新世界表示，受影響的846戶買家，無論選擇繼續

完成買賣合約或即時取消成交，均可獲得額外津貼及
利息補償，以購買樓價1,500萬元（港元，下同）單位
的即供買家為例，額外津貼連利息補償可獲115萬元。

新世界表示，於今年6月中收到承建商協盛建築集
團的通知，柏傲莊III第八座部分牆身結構的混凝土檢
測數據未達要求，經註冊結構工程師評估後確認樓宇
結構安全，隨即主動展開全面檢測。

在7月3日，新世界收到承建商協盛建築集團匯
報，在同日的檢測中發現第1座及第8座的牆身底座部
分混凝土強度未達標，遂於7月6日主動通知港鐵及屋
宇署，並確認有關全面測試結果。

取消或繼續交易也有補償
新世界強調，是次事件只涉及柏傲莊III正興建中

的兩幢樓宇（第1座及第8座），有關的建造工程已暫
停。新世界已責成承建商徹查並即時作出改善，調查
承建商是否涉人為疏忽及監管制度失效，並立即撤換
相關工程監督團隊，並保留向相關人等或公司追究法
律及賠償責任的權利，又全面檢視承建商的匯報機
制。

為確保柏傲莊III的樓宇質素及令買家安心，新世

界決定將第1座及第8座已興建的樓層拆卸重建而非簡
單加固，並向受影響買家作出4個承諾：

1. 買家可選擇繼續完成買賣合約、或即時取消成
交，無論選擇哪一個方案，均可獲得額外津貼及利息補
償；

2. 從2023年6月30日（即原本的關鍵日期）至成
交日，以最優惠利率加兩厘（即7%）計算，最多可獲
全期利息補償；

3. 提供租金補貼作為額外津貼，以購買樓價1,500
萬元單位的即供買家為例，額外津貼連利息補償可獲
115萬元；

4. 若取消交易，可獲租金補貼連利息補償合共31
萬元；

新世界會確保完工後的柏傲莊III的樓宇質量及安
全符合相關法例及法定標準，並委託獨立第三方驗
樓，證明安全才向買家交樓。

新世界於未來數日將安排專人跟進買家事宜，並
陸續向柏傲莊III的買家發信詳細解釋有關安排；7月9
日起設立查詢熱線 (852)3563 7368，解答買家的疑問。

柏傲莊I及II將再進行覆檢
新世界強調，早前已完成檢測柏傲莊I及II的建築

結構，檢測結果顯示，兩期共5座樓宇（第2、3、5、6
及7座）的結構安全均合乎相關法例及法定標準，有關
檢測報告已呈交相關政府部門審閱。為令柏傲莊I及II
的買家安心，近日再主動委託獨立第三方機構進行覆
檢，至今全部達標。

屋宇署調查 港鐵促跟進

新世界發展8日主動公布，於上月收3.05萬票成為香港新盤收票王的港鐵大圍

站上蓋柏傲莊 III，兩座（即第 1及第 8座）的牆身底座混凝土於強度測試中未達獲

批設計的要求。新世界表示，該公司已於本月6日主動向港鐵及屋宇署通報，並決

定拆卸重建，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宗在建中需拆卸重建的私樓。新世界並承諾會向

受影響的846戶買家作出補償，同時責成承建商協盛建築集團徹查事件成因，包括

是否涉及相關工程的人為疏忽或監督責任等，及即時撤換相關工程的監督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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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

新世界與港鐵

座數

兩座

單位數目

共892伙

間隔

一房至四房

實用面積：

285至1,695平方呎

開售

今年5月27日公布首張價單共182
伙 ， 折 實 平 均 呎 價 19,999 元
（港元，下同），310方呎一房折
實入場 674.8 萬元，其後連番加
推，至今累售846伙，佔樓盤總數
近95%。當中6月30日招標售出一
伙四房雙套連天台的特色單位，實
用面積 1,695 平方呎，成交價達
7,650萬元，呎價高逾4.5萬元，創
新界區分層新高呎價。

製表：記者梁悅琴

6月18日 柏傲莊註冊結構工程師
通知屋宇署第8座7樓至
8樓部分鋼筋混凝土支柱
的強度低於屋宇署批准
圖則的指明等級強度。

6月19日 第三輪銷售截票，勁收
3.05 萬票成“新盤票
王”，打破紀錄。

6月20日 柏傲莊III開始第三輪銷
售，當日最終沽出169
伙。

7月6日 香港屋宇署及港鐵獲通
知，第8座的鋼筋混凝
土承力牆及第1座部分
鋼筋混凝土支柱及承力
牆出現類似情況。

7月7日 屋宇署派員視察。署方要
求負責該發展項目的認可
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提交
詳細報告，並須就同一項
目其餘五幢進行額外測試
並提交報告。

7月8日 發展商宣布，將拆卸第1
座及第8座已興建的樓
層重建。

柏傲莊III資料

柏傲莊III事件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顏倫樂）柏傲莊III
需要拆卸重建，私樓市場屬史無前例。香港屋宇署8日
表示高度關注事件，已就事件展開調查，包括有否違反
《建築物條例》，並會視乎調查結果，按《建築物條
例》的規定採取適當行動。

港鐵：要求充分考慮買家利益
港鐵公司8日回應表示，已要求發展商提交詳細

徹底調查的報告及作出跟進，以確保相關樓宇符合已
獲批設計的要求，並充分考慮受影響買家的利益。

屋宇署表示知悉項目發展商擬拆卸兩幢大廈受影
響樓層的決定，會與有關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
跟進拆卸及補救工程細節，確保工程及建築物安全並
符合法規要求。署方早於上月18日收到柏傲莊III的註
冊結構工程師通知，指根據於第8座7樓至8樓部分鋼
筋混凝土支柱取樣的抗壓測試結果，發現所用混凝土
的強度低於屋宇署批准圖則的指明等級強度，已暫停
第8座的相關上蓋建造工程，並作進一步測試。

7月6日，屋宇署再接獲通知，指第8座的鋼
筋混凝土承力牆及第1座部分鋼筋混凝土支柱及承
力牆亦出現類似情況，而第1座的相關上蓋建造工

程亦因此暫停。屋宇署7月7日派員視察，確認第1座
及第8座的整體結構並沒有明顯危險。署方要求負責該
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一般建
築承建商提交詳細報告，並須就同一項目其餘5幢已經
完成上蓋主體結構工程的住宅大廈，進行額外測試並
提交報告。

港鐵則表示，於7月6日收到大圍站物業發展項目
之發展商新世界發展的主動通知，確認正在興建中的柏
傲莊第三期的兩座住宅樓宇部分牆身結構的混凝土，在
最近的強度測試中未達獲批設計的要求。新世界在通過
公開招標程序及與港鐵簽訂協議後受委託發展此項目，
負責項目的設計、建造、協調及監督質量以完成工程，
並需符合相關法例及法定要求。港鐵已要求發展商對項
目其他座數樓宇的施工質量進行確認，並敦促發展商在
跟進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買家的利益。

銷監局：跟進售樓書有否誤導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指，會檢視所有受《條
例》規管的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文件，如發

現有傳布虛假或具誤導性資
料，會作出跟進調查。

●● 大圍站上蓋項目柏大圍站上蓋項目柏
傲莊傲莊 IIIIII 兩座結構未達兩座結構未達
標標，，為香港史上首次在為香港史上首次在
建中私樓拆卸重建建中私樓拆卸重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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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青海代表展示了在祁
連山保護區拍攝到的國家一級保
護動物荒漠貓的照片。荒漠貓被
稱為世界上最神秘的貓科動物之
一，由於活動隱秘，種群數量稀
少，分布密度極低，多年來記錄
非常少。

●幾名生態攝影師在雲南省德宏傣
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境內，海
拔2,000多米的山林裏，拍攝到
三隻棕頸犀鳥的影像。

●5月，位於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
的四川蜂桶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安裝在野外不同點位的紅外相機
陸續收回。工作人員在整理紅外
相機拍攝的視頻和照片時，發現
其中一台紅外相機拍攝到了國家
一級重點保護動物雪豹的珍貴畫
面。據悉，畫面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一頭健碩的雪豹出現在翠色掩
映的樹林中。此外，該站點的紅
外相機還拍攝到了國家一級保護
動物林麝、羚牛、綠尾虹雉，國
家二級保護動物小熊貓、紅腹角
雉、血雉等。

來源：中新網、《人民日報》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
名錄於1963年開始編制，是全球動植物物種保
護現狀最全面的名錄，也被認為是生物多樣性
狀況最具權威的指標。根據個體數量下降速
度、物種總數、地理分布、群族分散程度等準
則將物種劃分為9等級，具體級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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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雪豹。 資料圖片

◀棕頸犀
鳥。
資料圖片

▲荒漠貓。 資料圖片

這些珍稀動物出現在鏡頭裏

絕滅（EX）
野外絕滅（EW）
極危（CR）
瀕危（EN）
易危（VU）

近危（NT）
無危（LC）
數據缺乏（DD）
未評估（NE）

來源：生態環境部官網

文 匯 要 聞2021年7月9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李鴻培 1

大熊貓“降級”眾網友歡呼
生存狀況改善 野外種群逾1800隻 不少人“夢想”養國寶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向芸 成都報道）隨

着中國建立起較為完備

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大

面積自然生態系統得到

系統、完整地保護，野生大熊貓、藏羚羊、

麋鹿等珍稀瀕危物種的生存狀況得到改善。

中國生態環境部7日表示，大熊貓野外種群

數量達到1,800多隻，受威脅程度等級由瀕

危降為易危。大熊貓“被迫降級”的消息很

快衝上熱搜，並引發網友們熱烈的討論。

“什麼時候可以人手一隻”“熊貓自由能提上日程
了嗎”“期待可以實現自由擼熊貓的願

望”……在熱搜話題裏，“夢想”養熊貓的網友不在
少數。

“感謝科研人員努力”
大熊貓“降級”也引來了不少讓人忍俊不禁的童

言童語。四川成都市民張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她正在讀幼兒園的小兒子一直很喜歡大熊貓，經常要
求去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看熊貓。當張女士告訴
兒子熊貓“降級”的消息後，兒子問她是不是熊貓變
多了，“得到肯定答覆後，他很高興地問我，可以人
手一隻了嗎？”

“這是最開心的降級！”“第一次因為降級而感
到高興。”“這是中國環境保護和動物保護的成果。
大熊貓被降級也不會改變牠是中國獨有的。”有網友
在微博上說，聽到這個消息真的很開心，這說明國家
各個熊貓保護區工作人員的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成
效，熊貓數量才會不斷增長。“感謝科研人員及相關
人員、部門的努力，替糰子們（記者註：網友們對熊
貓的暱稱，因其黑白相間且圓滾滾的，像芝麻湯團）
感謝你們。”

棲息地同時保護其他動物
事實上，自1984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將大熊貓列為

世界10種瀕危動植物之首，科研工作者經歷了近40
年，才讓這一在地球上存活了800萬年、堪稱動物界活
化石的大熊貓數量逐漸恢復。

如今，通過熊貓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監測，近幾年
野生熊貓憨態可掬的身影，開始頻頻出現在紅外相機
和野外監測設備中：從今年2月四川勿角自然保護區紅
外相機多次拍到同一隻大熊貓活動畫面，到今年4月大
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巡護隊拍攝到野生大熊貓求偶爭
鬥的過程，再到今年5月四川綿陽平武縣自然保護區工
作人員在監測巡護途中巧遇一隻成年野生大熊貓……

“希望越來越多的瀕危易危野生動物都降級！”
有網友表示，因為關注大熊貓，他了解了世界自然保
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對物種瀕危等級的劃分。同
時，因為設立了棲息地，保護大熊貓的同時其實也保
護了很多其他動物，“大熊貓帶來了更多曝光，很多
瀕危動物也在棲息地得到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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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願同各方共同保護地球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中國

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達到1,800多隻，受威脅
程度等級由瀕危降為易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環保
故事”精彩紛呈，我們願繼續同各方一道，共
同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汪文斌在談及
野生大熊貓由瀕危降為易危時說，近年來，中
國“環保故事”精彩紛呈。野生大熊貓、藏羚
羊、麋鹿等珍稀瀕危物種生存狀況得以改善，
荒漠貓、棕頸犀鳥等神秘動物的身影再次出
現。東北虎進村，亞洲象北遷，鯨魚又現大鵬
灣。在當今的中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尊重自然、順應自

然、保護自然”正成為各級政府和廣大民眾自
覺的行為規範。

汪文斌說，生態環境關係各國人民的福
祉，生態保護離不開國際合作。作為全球生態
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堅
定踐行多邊主義，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以“低碳轉型綠
色發展—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主
題的2021年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即將於本
月舉辦。中方還將於10月承辦聯合國《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我們願
繼續同各方一道，不斷加強生態保護和環境治
理國際合作，共同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家
園。”

●●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達到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達到11,,800800多多
隻隻，，受威脅程度等級由瀕危降為易危受威脅程度等級由瀕危降為易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石華 深圳報道）近期在
大鵬灣出現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布氏鯨“小布”，
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連日來，深圳市大鵬新
區多次召開鯨豚保護專題會議，並建立了多部門協
同的常態化保護機制。8日當天，大鵬新區鯨豚保
護聯動工作組開始研究建立鯨豚救護預案和保護聯
動工作方案。提出在已建立的鯨豚常態化保護機制
上，編制布氏鯨救助預案。預案將對“小布”意外
發生擱淺、誤吞雜物、受傷等情況時如何應急救
治，以及在救護專家團隊、救生裝備等方面進行明
確規定。

8日上午，岸上觀測的義工再次發現“小布”
浮出海面進行捕食。據觀測，“小布”身體健康，
在海域裏歡快暢遊、大口捕食。當天，來自大鵬新

區群團工作部的多位志願者正在沙魚涌海邊進行衞
生清潔。從3日開始，大鵬新區特地成立了一支
200多名義工組成的隊伍，專門負責協助工作人
員，保護布氏鯨活動海域的環境。

除了義工隊伍之外，相關職能部門已對相關
海域的海漂垃圾，43條入海河流及海岸線進行清
理。同時，正研究推進岸基船舶生活污水集中收處
工作，相關部門也前往碼頭、遊艇會等單位進行生
活污水整治宣傳工作，從源頭上切斷未經治理污水
排放入海的問題。確保鯨豚保護工作常態化。

下一步，鯨豚保護聯動工作組將建立每日值
班制度、快速反應機制和應急預案，最大限度減少
相關海域船舶和人員活動，持續全力守護“小布”
的安全。理作出了規定。

深圳建立鯨豚常態化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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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如何與家人和朋友談論如何與家人和朋友談論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12021年年 77 && 88 月份會員通告月份會員通告

同的應用軟件如: 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和地圖等的使用。以及如何創立 WeChat 帳

號以及設置和使用。可藉由手機來傳送多媒體的訊息，帮助你轻松连接全球好友。发

送短信、进行视频聊天、更大的用途是可以透過即時通訊功能來維繫你與好友間的情

感與如何加入新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語音訊息、視訊通話、群組聊天。讓你一步

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 WeChat 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繳費報名。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

Zoom 上線。 
 

II. ESL 英文班: 由 Steven O’Brian老師教學。每周一和周四上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

上課。有興趣參加的會員, 報名請電吳傳芬 832-244-2851 或 Ben 281-933-4518 
 

III. 營養午餐: 每週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分發。 
 

IV. 太極班: 每週六上午九點半到十一點半在 203 教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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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 & 8月份會員通告       編輯: 趙婉兒 

休士頓僑教中心自本(2021)年 6 月 1 日起開放部分室內場地供僑團租借使用。為持續進行新

冠疫情管控、每天開放上、下午各 3 處場地供僑團辦理 15人以下活動(暫不開放大禮堂與圖

書館) 、所有進出人員均需出示疫苗施打證明並配戴口罩。 

目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續漸己有部份活動恢復在教室上課。目前參加活動都需要疫苗施打證

明、如果您還沒有完全接種疫苗、請盡快接種疫苗。為了保護自己和他人, 您仍然應該繼續

採取防護措施: 戴口罩，勤洗手，並避開人群和通風不良的地方。 
 

 接種疫苗紀錄電子檔: 如果你找不到你接種疫苗的卡片。你可以用手機到 CDC 網站登記。

登記後會送上你接種疫苗的 QR code 接種疫苗紀錄。方便隨時出示接種疫苗證明。網址

(Register for V-Safe): vsafe.cdc.gov 
 

 新舊會員換証: 本會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辦理新舊會

員換証。舊會員可以郵寄換証。支票台頭請寫 CSA。寄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地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會費六十歲以上個人$25 兩年,

夫婦$45。未滿六十歲個人$35 兩年。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以免不能参加本會

所舉辧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 
 

 有慈心人士捐贈紙尿褲中號給本會。如果會員家中有長輩需要、還沒有領過的會員、請

于周一,二 & 四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向義工登記領取。先到先得送完為

止。 

活 動 專 欄 
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

每週两次, 每次兩小時。在網上使用 Zoom 視頻上課。如果有需要可在週一至週五上午十

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預先教您在家中如何使用 Zoom 視頻上課 。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LINE): 將於 7/14/2021 開班到 8/13/2021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上課。。學習一般通用的應用軟件如 Message、行事曆使

用、以及如何創立 LINE 帳號以及設置和使用。如何加入新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語

音訊息、視訊通話、自訂表情、群組聊天。讓你一步步輕鬆詳細的了解如何應用 LINE

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iPad 和 iPhone 第 III 班(WeChat): 將於 8/25/2021 開班到 9/24/2021 學習一般通

用的應用軟件如 Safari 的使用和書籤和桌面的分類。進一步了解 iPad和 iPhone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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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應用軟件如: 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和地圖等的使用。以及如何創立 WeChat 帳

號以及設置和使用。可藉由手機來傳送多媒體的訊息，帮助你轻松连接全球好友。发

送短信、进行视频聊天、更大的用途是可以透過即時通訊功能來維繫你與好友間的情

感與如何加入新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語音訊息、視訊通話、群組聊天。讓你一步

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 WeChat 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繳費報名。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

Zoom 上線。 
 

II. ESL 英文班: 由 Steven O’Brian老師教學。每周一和周四上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

上課。有興趣參加的會員, 報名請電吳傳芬 832-244-2851 或 Ben 281-933-4518 
 

III. 營養午餐: 每週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分發。 
 

IV. 太極班: 每週六上午九點半到十一點半在 203 教室上課。 
 

V. Karaoke 唱歌班: 每週二和週四下午一點到四點在 107 教室上課。 
 

VI. 粵曲春風社: 每週六和日下午一點回復正常上課。 
 

VII. 本會一日遊: 觀察疫情是否有所改善、將會考慮重新舉辦一日遊。將另行 email 通知,並公

佈於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網站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請到網站閱覽最新資訊。 

6/26/2021 第一和第二季會員慶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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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暑期推薦王朝旅遊暑期推薦———冰島—冰島

國際佛光會國際佛光會 20212021全球佛學會考全球佛學會考
2021 佛學會考內容
會考日期：9月11或 12日（六或日

），時間依當地佛光會公告
參加資格：佛光會員及社會人士，

不拘年齡學歷、宗教信仰
會考範圍：《佛法真義》第1-3冊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網 站 ： http://

books.masterhsingyun.org/ 或洽各道場
請購。
會考組別

《佛法真義》150題提要、第1-3冊
題庫，請至官網下載。

中文成人組出題比例：80％出自題
庫，20％出自《佛法真義》及150題提
要。

線上模擬考：7月20日起，開放使
用。

＊以上 「提要」 、 「題庫」 、 「線
上模擬考」 等，請參閱官網www.blia.
org。

參加辦法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當
地填寫google報名網址，
若要紙本考試可自行加註
）
報名日期：自6月20日起

，至8月20日截止。
考試方式：
(1)網路考試：考卷連結將在考試當

天1小時前，電郵到參加者的電子信箱
。

(2)紙本考試：請洽當地佛光山道場
或佛光會。

(3)答題採 「開卷考」 （Open-Book
）形式。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77月月1818日供僧法會通啟日供僧法會通啟
一年一度僧寶節即將來臨，本山開

山大師恪遵佛制，定為孝道月，以供僧
功德，表達孝親之意。

休士頓協會將於 7 月 18 號(日)10:
30am在中美寺大雄寶殿舉辦供僧法會
，憑供僧福田劵入場，與法師一起用齋

及觀賞精彩節目表演，法會圓滿前供應
僧寶，功德款作為供養全球佛光山法師
們一年的道糧，以此法會誦經功德回向

護法信眾闔家平安，吉祥如意。
為順應部分信眾上午不克參與法會

，亦提供12:30pm-3:00pm來取便當。

供僧福田券$20，包括便當一份，
歡迎大家到中美寺櫃台報名。
電話：281-495-3100

目前冰島是首座開放的旅遊城市，
一座人口稀少的北極島嶼，是欣賞北極
光的好去處。冰島也是一座“冰與火之
島”，既有磅礴無際的冰川，也有令人
震懾的火山。由於地熱活動頻繁，造成
了冰島眾多的天然溫泉、間歇泉，令冰
島的旅遊行程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蓋錫爾間歇泉居冰島所有噴泉
之冠，也是世界著名的間歇泉之一。可
以從噴口看到整個噴發過程，尤其是噴

發前，沸騰的水噴出形成碗狀，中間的
水柱變成蒸氣直上空中約20公尺高處。
每次噴發過程大約持續1～2分鐘，然後
漸歸平息。這一過程周而復始，不斷反
复，十分壯美。

維克位於冰島的最南端，是個安靜
祥和的小鎮。小鎮後面是一望無際的大
海，最著名的景點就是黑沙灘，被稱作
是治療失戀的勝地。冰島南部除了有黃
金瀑布、冰川湖泊、迷人村莊的自然美
景，也有著濃郁的文化歷史底蘊。歷史

遺跡、歷史博物館、美術館等非常值得
一去。

藍色潟湖是一處像牛奶一般顏色的
溫泉，在黑色火山石包圍內天然形成，
礦物質豐富。藍湖由100-110°F的淡水
和海水相結合，邊上有蒸汽桑拿、淋浴
按摩瀑布，周圍環繞著壯麗的山脈。每
年有無數遊客來到藍湖泡溫泉，藍湖的
水對皮膚特別好。

冰島的冰川常年有冰，尤其瓦特納
冰川是冰島乃至歐洲最大的冰川，位於
冰島東南部，規模巨大，邊緣有許多冰

舌。在冰島，一年四季都可以見到壯烈
磅礴的冰川。想要感受冰島的冰川，目
前有四種最受歡迎的方式：冰川徒步，
雪地摩托，藍冰洞和直升機觀賞。

冰島的天然冰川中每年都會形成大
小、形狀各異的藍冰洞，這些冰洞冰雪
構造美麗非凡，內部呈現出無與倫比的
冰藍顏色，完全是在自然作用下形成的
。冰川上的冰河湖，湖水湛藍清澈，很
多形狀各異的超大冰塊漂浮在湖面上。
遠處的冰川冰猶如被天空施加了魔法，

之前還像是從冰川上流下的水，頃刻間
卻全凍結成了冰，時間仿佛在那一刻靜
止了一樣。

冰島的美無法用言語盡述，只有親
身去到冰島，站在茫茫無際的冰原，才
能真正感受到人類的渺小與大自然的壯
美奇觀。（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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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
A14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
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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