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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舉攻城掠地大舉攻城掠地 塔利班宣稱掌控阿富汗塔利班宣稱掌控阿富汗8585%%領土領土
（中央社喀布爾9日綜合外電報導）武裝組織塔利班

（Taliban）在美軍撤離阿富汗的同時大舉攻城掠地，今天宣
稱已經掌控多達85%領土，包含與伊朗接壤的重要邊境口岸
。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發表講話，強力捍衛撤軍阿富汗的決
定，僅數小時之後，塔利班宣稱它的戰士已經奪下邊境城鎮
伊斯蘭卡拉（Islam Qala）。阿富汗與伊朗交界的邊境，一
路延伸至與中國接壤的地區均被塔利班佔領。

伊斯蘭卡拉口岸是阿富汗接壤伊朗的最大貿易關口之一
，每個月替政府創造約2000萬美元（約新台幣5.6億元）收
益。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從影像畫面可看到，塔利
班武裝分子把邊境海關辦公室屋頂的阿富汗國旗降下。

塔利班代表團幹部在莫斯科表示，阿富汗的398個縣當
中，塔利班已經掌控約250個。這番說詞無法獨立驗證，且
遭阿富汗政府駁斥。

此外，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告
訴法新社，塔利班已經 「完全掌控」 伊斯蘭卡拉口岸。喀布
爾的阿富汗官員則聲稱，政府軍正展開反攻。

內政部發言人阿瑞安（Tareq Arian）告訴法新社： 「阿
富汗對那個區域出動所有軍力，包括邊境單位，試圖奪回掌
控權。」

美軍駐紮阿富汗近20年後宣布撤軍，拜登稍早表示，美
軍將在8月31日結束阿富汗任務，並稱當初目標 「已經達成
」 。但他也坦承，阿富汗當局 「恐怕非常不可能」 完全掌控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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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no more Parliament, no
president or courts in Haiti, the
Caribbean nation, after their
President Moise was
assassinated. The small island
country is now fearful of
widespread political violence.

The interim Prime Minister
Claude Joseph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stay calm as the police
and army were controlling the
situation.

Haiti, once a slave colony, won
its independence from France
after slaves revolted and
defeated French forces in 1803.
But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Haiti
has struggled through cycles of
dictatorships and coups and did
little for their people.

When the 2010 earthquake hit
the county, almost $10 billion in
assistance was sent to Haiti from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 money
did not set the country on new
paths. Instead, most of the funds
went to corrupt officials.

Today the Haitian people are fed
up with the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rising crime rate.
These days Haiti remain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at has not
received any coronavirus vaccine.

This is a very sad situation being
the poor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 country is located in
America’s backyar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ready to
help this poor country. But
President Biden needs to do it in

a smart way.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dig into another foreign
war again.

0707//1010//20212021

HaitiHaiti’’s Powers Power
VacuumVacuum

自從上週三海地總統莫亦茲被
暴徒槍殺之後，這個加勒比海島國
陷入一個無政府之窘境，總理約瑟
夫在總統去世之後呼籲全國人民保
持冷靜，試圖向世界及國人保證，
國家情勢在控制之中，其實他的領
導地位並未得到法律之授權。
因為議會沒有了最高法院也沒

有院長，這種權力真空更多突顕這
個貧窮小國之悲哀。
自1803年海地的奴隸打敗了法

國軍隊，是最早獨立的加勒比島國
，两百年來，海地陷入了獨裁和政
局不定的混亂中，至今尚未能為人
民提供最起碼的基本生活要求，仍
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2010年在一塲毀滅性的地震中
，近百億的國際人道救援並沒有把
國家重建起來，許多援助都進了貪
官的口袋。
海地曾多次靠美國之軍事介入

企圖穩定政局，但是由于民怨太深
，國家之生存一直处在掙扎当中。
新冠肺炎散播以來，海地是唯

一沒能得到新冠疫苗的國家，犯罪
和地方黑道勢力當道，真是情何以
堪。
海地之失控，目前總算引發世

界之注意，如果情勢繼續惡化，將
會導致西半球之極度不安。
個人不能窮，國家更是如此。

弱國海地的悲哀弱國海地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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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罷工者將再度週末罷工者將再度““佔領佔領””巴黎機場巴黎機場
（綜合報導）巴黎機場集團ADP的員工將在

這個週末再次罷工，巴黎機場建議乘飛機出行的
旅客提前抵達機場，以免耽誤行程。

據報導，罷工通知由 CFE-CGC、CGT 和
UNSA工會（在FO和CFDT的支持下）提交，罷
工時間從本週五上午4點持續到週日7點。

罷工人員將於上午7:00至9:00之間在戴高樂
機場 2E 號航站樓 16 號門進行集結，然後集體前
往ADP總部。這是工會向警察局提供的路線，但
僱員們不太可能遵循這一計劃。

在過去的三個週末裡，僱員們選擇在工會的
罷工計劃之外採取行動，他們封鎖了邊境檢查站
、安檢區域，或者堵在通往航站樓的道路上，給
機場的正常運行造成了重大干擾。

ADP集團估計，這導致機場早上和下午的航
班平均延誤了1小時。因此，它建議乘客提前到
達機場，以避免可能的堵塞。

警察預計這次將有400至600名示威者。一位
官員說：“這一次，我們會更好地控制局面。”

上週末，執法人員為了阻止了這些人的行動
，向示威者開了罰單，主要是因為他們違反了衛
生防疫規定——在沒有機票或許可證的情況下出
現在航站樓，並且沒有戴口罩。

據報導，大約有200人被罰款（每人135歐元

），其中有一些人被罰了多次。
上週六，一些罷工者被困在航站樓的停車場

裡。 CFE-CGC 工會秘書長拉希德•埃代吉
（Rachid Eddaidj）說：“有虐待行為，他們甚至
不能上廁所。” CGT 工會的克萊爾•卡津說：
“這是對他們心理的極端暴力，有些員工哭著離
開了。”

這些鎮壓措施會動搖還是激怒他們？克萊爾
•卡津說：“我們期待更多的員工加入到罷工中
來。”

員工會封鎖航站樓嗎？拉希德•埃代吉回答
說：“他們已經組織了幾個星期了，所以一切都
有可能。”

員工馬努說：“預計將有 1000 人參加，佔
ADP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我們希望戴高樂機場
分隊有500到600人，奧利機場分隊有400人。這
將是一次巨大的動員。 ”

可以肯定的是，工會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
他們要求撤銷一項修改僱傭合同的計劃，該

計劃規定“取消或重新計算某些獎金”。一位員
工說：“我工資的三分之一是獎金。如果這項計
劃通過，我每個月將損失200到300歐元，這相當
於我工資總額的10%。如果我們的要求沒有得到
滿足，我們將無限期罷工。

加拿大加拿大66月就業增長月就業增長 各地繼續推動解封各地繼續推動解封

（綜合報導）加拿大統計局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該國在今
年6月增加就業崗位23.1萬個，環比增長1.2%。但就業率仍然低
於疫情前的水平。

加拿大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剛入境的旅客準備乘車離開

航站樓。加拿大從當日起實施放寬入境限
令的首階段措施，入境旅客若已充分接種
加官方認可的新冠疫苗，可免於隔離及入
境第8天的病毒檢測。
此前兩個月，加拿大累計流失27.5萬個就

業崗位。 7月9日公佈的數據顯示，6月就
業的回升得益於新冠疫情好轉，多地逐步
解封。就業的增長全部來源於兼職工作，
且集中在15至24歲的年輕人群，當中主要
為女性。該年齡段就業人數增加16.4萬，
環比增幅7.1%，是一年以來的最大單月增
幅。
全職崗位在此前兩個月流失14.3萬個，6

月份幾無變化。在家工作的人數約為 470
萬，較上月減少近40萬。該國失業人數環
比減少 6.1 萬，下降 3.7%。失業率為 7.8%
。
住宿和餐飲服務就業崗位數增加10.1萬個

，環比增長11.8%；零售業就業崗位增加7.5萬個。但商品生產行
業、建築業、自然資源業等的就業數仍然下跌。

加統計局指出，要充分了解當下勞動力市場趨勢，必須在人
口變化背景下觀察就業變化。從疫情前的2020年2月至今年6月

，該國人口增長約1.1%。但今年6月總就業人數比去年2月減少
34萬，就業率則降低了1.7個百分點。

加拿大華人的就業人數在6月增加4.1萬人，菲律賓裔增加
3.1萬人。初步分析顯示，這主要緣於銷售及服務崗位就業數增
長。華人與菲律賓裔人士在這一領域的就業比例都高於加拿大的
全國平均水平。

加拿大一些省份正繼續推動社會經濟的解封、重啟。人口第
一大省安大略省9日宣布，將在一周之後邁入該省重啟三步計劃
的第三步。這將比計劃中的時間提前5天。屆時，包括餐飲、健
身、娛樂等室內服務和各類戶外活動將可以更大限度地開放或恢
復運營。

在阿爾伯塔省，著名的、有上百年曆史的卡爾加里牛仔節在
去年因疫情被迫取消一屆之後，9日重新登場。但主辦方在開幕
大遊行期間不設觀眾區，並取消了一些高人氣的比賽項目和遊樂
設施，對入場人數設限。該活動是當地最重要的文化、經濟活動
之一。

魁北克省衛生官員則表示，計劃在秋季為已完全接種疫苗的
人士啟用“數字疫苗護照”，以促進經濟活動復甦。

疫情曲線雖總體明顯向好，但加公共衛生署近日證實，新冠
病毒“拉姆達”變異毒株已蔓延至加拿大，現已報告至少十餘例
感染病例。



AA44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21年7月11日       Sunday, July 11, 2021

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6.2萬例
累計確診超1885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62504例，累計確診18855015例；新增死亡病例1780例，累計死亡

526892例；累計治愈17262646例。

目前，巴西新冠疫情總體呈現緩解趨勢，全國新增確診病例數和死

亡病例數持續下降。專家認為，這主要得益於巴西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

，特別是老年人群體都完成了疫苗接種，對遏製新冠疫情蔓延和降低新

冠致死率起了關鍵作用。

巴西主流媒體根據各州衛生廳公布的數據聯合統計得出，在過去7

天內，巴西日均新增確診病例48954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37%，創下

去年3月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同期最低紀錄；日均新增死亡病例1787例，

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19%。

根據巴西主流媒體采取的計算方法，當七天內日均新增確診病例和死亡

病例指標與兩周前數據相比下降超過15%時，意味著疫情出現下降趨勢。

目前，巴西26個州和一個聯邦區中，只有阿克雷州一個州的死亡病

例處於上升期，聖保羅州、朗多尼亞州、聖埃斯皮裏圖州等8個州的死

亡病例處於穩定階段，而裏約熱內盧州、米納斯吉拉斯州、巴伊亞州等

17個州以及巴西利亞聯邦區的病亡人數則處於下降趨勢。

截至6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超過7847萬人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

，占總人口的37.06%；有2779萬人完成了兩劑疫苗的接種，或接種了只

需註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完全接種者占總人口的13.13%。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埃及法院撤銷扣押令
“長賜”號終於能駛離蘇伊士運河

綜合報導 今年3月曾堵塞蘇伊士運河的“長賜”號集裝箱貨輪，在

被扣留近3個月後，終於獲得法院放行許可。埃及地方法院當地時間6

日同意撤銷對“長賜”號的扣押令，允許其7日離開蘇伊士運河。

據埃及金字塔在線網站報道，埃及伊斯梅利亞經濟法院6日已同意

應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的要求，撤銷對“長賜”號的扣押命令，允許其7

日離開蘇伊士運河，前往目的地鹿特丹。

7月4日，“長賜”號船東與負責其保險的英國保賠協會表示，已就

因船只堵塞運河所需支付的賠償金額，與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達成正

式的和解協議，該船已被允許於本月7日重新起航。

3月23日，“長賜”號貨輪在蘇伊士運河擱淺，並在隨後的六天裏嚴

重堵塞了河道航線。自3月29日脫淺以來，該貨輪一直停泊在蘇伊士運河

兩段之間的湖泊。4月13日，埃及地方法院批準了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提交的

正式扣留“長賜”號的申請，該貨輪此後一直處於被扣押狀態。

據悉，“長賜”號船東就賠償金額和事故原因與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進行過數

次談判。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向“長賜”號的船東發起索賠以補償救援工作費用、

聲譽損失和收入損失，賠償金額最初定為9.16億美元，後來又公開將索賠金額降

至5.5億美元。雙方正式和解協議的具體賠償金額尚不可知，不過《華爾街日

報》6月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雙方達成的初步協議賠償金額已降為約2億美元。

教堂一座一座被燒毀 特魯多坐不住了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不斷發現原住民

兒童遺骸和無名墳墓之際，該國多座教

堂也遭遇著“可疑”火災，僅在不列顛

哥倫比亞省，警方在過去兩周就已記錄7

起教堂破壞事件。

據報道，加拿大總理特魯多7月2日在

一場記者會上譴責了各地針對教堂的破壞和

縱火浪潮，稱此舉不是解決創傷的辦法。

不過，對於特魯多的一番言論，不

少加拿大民眾批評他在原住民問題上缺

乏作為“多數時候只是在道歉”，更有

人指責他“譴責破壞教堂的時間比譴責

對原住民種族滅絕的時間還多”。

“我們在全國看到了狹隘、種族主義

和仇恨的擡頭。”特魯多表示，“在全國

各地，包括針對天主教堂的破壞和縱火行

為是不可接受的，也是錯誤的。”

對於加拿大多個原住民寄宿學校舊

址發現無名墳墓一事，特魯多稱自己理

解民眾的憤怒，但縱火燒教堂是錯誤的

，“我們不該攻擊那些能為我們同胞提

供安慰的建築，但是，每個人都應該每

天致力於我們需要做的艱苦工作，以實

際行動重建一條反映可怕的代際創傷和

當今痛苦現實的前進道路，這是我們需

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特魯多稱，他也理解加拿大原住民社

區的憤怒，“這些憤怒是真的，幾十年來，

幾代人都生活在代際創傷中……製度性的

種族主義給這個國家的原住民帶來了極大

的困難，這也是寄宿學校的遺留問題。”

在講話中，他還提到了原住民和非

原住民的“和解”：“我當然希望我們

能在5、6年內達成和解，作為政府，我

們已經為建立和解的道路做了很多工作

，但還有很多事要做……修復這一切所

需的時間可不止幾年。”

報道指出，特魯多發表這番言論之

際，加拿大多個原住民社區出現教堂被焚

燒，或被噴塗上與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中

發現的兒童遺骸、無名墳墓有關的信息。

當地時間7月1日（加拿大國慶日）

晚至2日淩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兩座

原住民社區教堂遭到破壞，其中位於新

黑茲爾頓的一座擁有108年歷史的教堂

被完全燒毀，這座教堂在6月26日曾遭

小型縱火。另一座位於托菲諾的教堂也

遭火災，一扇門和部分墻壁受損。

加拿大警方正在調查這兩起案件，

尚不能確認它們是否和最近發生的一些

列教堂火災有關。

據報道，加拿大皇家騎警媒體聯絡

官克裏斯· 曼索（Chris Manseau）表示，

據他所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過去兩周

已有7座教堂遭到破壞，“自從發現無

名墳墓後，教堂起火事件越來越多，這

絕對有可能相關聯。但在未鎖定犯罪嫌

疑人之前，這還是一個假設。”

同樣在7月1日，阿爾伯塔省卡爾加

裏市至少10座教堂被潑灑紅色油漆，有

教堂被塗上“我們是孩子”、“我們的

命也是命”標語。

對於特魯多言論，不少加拿大民眾

並不買賬，在有關新聞的評論中，有網

民指責特魯多在改善原住民生活方面缺

乏作為：

“（加拿大）對待原住民的態度是

錯誤的，賈斯丁（特魯多）有能力去做

一些事，但他做的很少，多數時候他只

是在道歉。”

“特魯多譴責破壞教堂的時間比譴

責對原住民種族滅絕的時間還多，免得

你想知道他的優先事項。”

還有網民提醒道：“大規模謀殺加

拿大兒童，數十年來掩蓋真相，以及政

府不斷拒絕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不

可接受且錯誤的）。”

自5月底以來，加拿大已經在3個原住

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了原住民兒童遺骸

及無名墳墓，包括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坎盧普斯發現的215具原住民兒童遺骸、薩

斯喀徹溫省發現的751個無名墳墓，以

及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克蘭布魯克發現

的182個無名墳墓。

加拿大“主權原住民聯盟”主席鮑

比· 卡梅倫（Bobby Cameron）6月 24日

表示，這是加拿大犯下的種族滅絕的結

果，“這是在我們土地上的種族滅絕”

。他強調，這些發現暴露出了加拿大的

反人類罪行，而這些新發現還只是該地

找到更多無名墳墓的開始。

加拿大和解與真相委員會此前的

調查報告稱，已確認至少有 4000 多名

原住民兒童死於加拿大各地的寄宿學

校。但加拿大最大的全國性發行報紙

《環球郵報》在 6 月的評論文章中指

出，這一數字可能要遠少於真實結果，

由於原住民兒童被送往全國約 1300 所

各類寄宿學校就讀，實際死亡人數可

能多達15000人。

貝索斯卸任，26歲的亞馬遜迎來第二任CEO
綜合報導 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

（Jeff Bezos）正式卸任公司CEO，而繼任

者為公司雲計算業務的 CEO 賈西（An-

drew R。 Jassy）。

有媒體援引消息人士的說法稱，即使卸

任CEO一職，貝索斯在未來對亞馬遜依然有

著巨大影響，他是亞馬遜最大的個人股東、

新任CEO的長期導師及公司執行董事長。

2018年，貝索斯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榜一的位置。根據福布斯，截至發稿貝索斯依

然為全球首富，身價近2020億美元。卸任後

，貝索斯將於7月20日登上自己投資的“藍

色起源”公司製造的飛船進行太空旅行。

根據亞馬遜7月2日向SEC提交的文

件，賈西將於7月5日晉升為CEO，董事

會同時選舉賈西為公司董事。亞馬遜根據

公司1997年推行的股權激勵計劃向賈西授

予61000股公司普通股股票獎勵，該獎勵

將於十年內兌現。根據亞馬遜3510.98美元

的股價，這筆獎勵價值超2.14億美元。

今年2月，貝索斯表示將在今年第三

季度卸任公司CEO一職。對於卸任原因，

貝索斯在內部員工信中表示，擔任亞馬遜

CEO是一件責任重大的事情，並且極其消

耗精力，難以把註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

擔任亞馬遜董事會執行主席後，他將繼續

參與亞馬遜的重大事務，並且有精力投入

在Day 1基金、貝索斯地球基金、藍色起

源、華盛頓郵報和他的其他事務。

貝索斯於1995年成立Cadabra網絡書

店，後將Cadabra更名為亞馬遜。亞馬遜

逐步將經營範圍從此前的圖書擴展至全

品類。

不過，關於貝索斯卸任一事，外界也有

不同看法。有消息指出貝索斯的卸任也與反

壟斷有關。貝索斯卸任CEO正值亞馬遜的關

鍵時刻，新冠疫情導致線上購物需求增加，

亞馬遜的利潤和招聘也因此激增。但該公司

的爆炸性增長引起了監管機構的關註。外媒

表示，一旦首富不再掌舵公司，亞馬遜可以

更好地經受住審查，卸任也有助於使貝索斯

免受一些立法者的批評。

近一年內，亞馬遜接連接受美國、德

國、西班牙等國家的反壟斷調查。

而成立26年的亞馬遜，在創始人貝索

斯卸任CEO後，也迎來了第二位CEO。賈

西在1997年加入亞馬遜，並擔任過多個領

導職務。自2006年4月至2016年4月擔任

高級副總裁以來，他一直領導亞馬遜網絡

服務，並自2016年4月起擔任CEO。

賈西的上任，也意味著AWS在亞馬遜

業務體系中的重要性越發突出。根據亞馬

遜2021年第一季度的財報，2021年第一季

度亞馬遜銷售額達1085億美元，比去年同

期的755億美元增長了44%。其中第一季

度AWS銷售額占總公司銷售額的12.4%。

雖然銷售額占比不高，但AWS貢獻了近一

半的運營收入。AWS第一季度的運營收入

為41.6億美元，亞馬遜第四季度總運營收

入為88.6億美元，AWS占比為47%。

貝索斯此前在財報中表示，AWS成為

了年銷售額達到540億美元的技術公司，

客戶包括Airbnb、麥當勞和大眾汽車等。

在中國市場，亞馬遜以跨境電商模式

發展電商業務、AWS為主的雲業務和kin-

dle為代表的硬件產品。電商方面，亞馬遜

面臨著新湧現的垂直類海淘電商的競爭。

雲業務方面，亞馬遜面臨著微軟、谷歌、

阿裏和IBM等競爭對手。

俄籲西方國家不要“插手”黑海
否則會遭迎頭痛擊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副外長謝爾

蓋•裏亞布科夫稱，英國及其盟國不應

該侵犯俄羅斯邊境“插手”黑海。

提到英國“保衛者”號驅逐艦事件

，裏亞布科夫說，英國和美國甚至在充

滿沖突的情況下“企圖放縱”烏克蘭。

他把英國驅逐艦事件稱作是“挑釁”。

裏亞布科夫說：“有必要盡可能與

挑釁者直接對話，掰著指頭講解，下一

次最好把自己的挑釁放到一邊，並且不

要插手這裏。不要插手這裏，因為他們

會被迎頭痛擊。這之後沖突的風險可能

還會增加更多。”

他強調說，俄羅斯“準備反擊任何一

位冒險家”，因此呼籲讓黑海保持和平。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英國“保衛

者”號驅逐艦越過俄羅斯邊境線，駛入

了菲奧連特角水域3公裏處。之後，一

艘俄邊防護衛艦開火警告，一架蘇-24M

飛機向“保衛者”號驅逐艦航線方向投

擲炸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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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縣泥石流已致4死
救援黃金時間將至24人仍失聯

綜合報導 截至目前，日本靜岡縣熱海

市發生的大規模泥石流已致4人死，救援黃

金72小時將至，目前仍有24人失聯待確認

。受梅雨影響，日本氣象廳警告稱，當地仍

有可能再度發生土石災害。

據報道，熱海市伊豆山地區3日上午發

生大規模泥石流，至少130棟建築物受災，

累計已有4人遇難，均為女性。

救援人員連日搜救，災害發生後生存率

高的救援黃金72小時將至，搜救也加快腳步

進行。

由於熱海市許多房舍被當成別墅使用，

難以掌握泥石流發生時，房主是否在家。當

地政府依據戶籍登記確認失聯人數，並於5

日晚，公布64名失聯者名單，期望各界協助

尋找。

名單公布後，陸續有41名本人或友人與

當地政府聯系，但另有民眾通報1名未登記

戶籍者失聯，現在總計仍有24人失聯。

目前，因梅雨鋒面停滯，預料日本海側

地區將下大雨到7日 。

日本氣象廳指出，靜岡縣因大雨導致地盤

松軟，雖然雨勢趨緩，但熱海市再次發生土石

災害的危險性極高，因此發布警戒警報。

氣象廳稱，即使只是小雨也有可能再度

發生土石災害，呼籲民眾遠離山崖、山坡、

河川附近等危險場所。

為空場做好心理準備！
疫情惡化東京奧運觀眾將再壓縮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

委員會5日宣布，關於超過觀眾人數上限

的奧運門票再次抽選，結果公布日期從原

定的6日淩晨延期至10日淩晨。鑒於首都

圈4個都縣應對新冠疫情的防止蔓延等重

點措施朝著延長的方向正在開展協調，奧

組委認為，有必要等待圍繞限製大規模活

動的政府方針。包括空場在內，進一步壓

縮觀眾已不可避免。

據報道，奧組委和日本政府、國際奧

委會(IOC)等代表6月21日舉行的五方磋商

決定，以7月11日重點措施到期解除為前

提，同意觀眾人數上限達到“場館容納人

數50%以內且最多1萬人”。但是，目前

考慮到難以解除的現狀，奧組委內

部出現了遵照重點措施下限製活動

的政府方針“50%以內且最多5000

人”的方案。

下次五方磋商預計最快在IOC

主席巴赫計劃到訪日本的8日舉行

。門票的處理將基於五方確認的觀

眾人數上限決定。

分析稱，奧組委對已售門票超

過1萬人上限的場次(時間段)實施再

次抽選，按5000人重新來過存在技

術上的難度。如果上限改為5000人的話，

考慮對購票者在5000人以下的場次直接讓

觀眾進場，對超過5000人的大規模場館和

晚上9點以後的場次實施空場。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2日的記者

會上，鑒於都內疫情惡化，指出“有必要

以空場為主進行考慮”。奧組委主席橋本

聖子也在同一天提及“也為空場做好心理

準備加以應對”。

據悉，奧組委原計劃6日淩晨在官方

售票網站的“我的門票”頁面公布結果。

再次抽選的對象為田徑和棒球等8個項目

和包括開閉幕式在內的97個場次，占到整

體的1成多。再次抽選落選的人和不要門

票的人可以退票，奧運結束後予以退款。

退票申請的受理時間也從6日淩晨至15日

上午11點59分改為10日淩晨至20日上午

11點59分。

韓單日新增病例過千
首爾市發布夜間戶外禁酒令

綜合報導 韓國防疫部門和各

地方政府當地時間 6 日發布的統

計數據顯示，截至當天 18 時，韓

國較同日零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 1006 例，僅 18 小時就超過

1000例。

韓聯社消息稱，這是韓境內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自今年1月3日以來

，時隔184天再超1000例。這一數值

較前一日同一時間段增加425例，其

中首都圈880例，占比約87.5%。鑒

於疫情統計將於7日零時截止，7日

的新增病例可能達到1150至1250例

左右，也有可能超過去年12月25日

疫情第三波大流行時期的峰值1240

例。

韓國專家普遍認為，當前社

區疫情十分嚴峻，“德爾塔”變

異株猖獗肆虐，今後的新增病例

規模恐進一步擴大，有必要上調

防疫響應級別，加強疫情防控力

度。

首爾市政府當日發布公告，針

對市區25處公園、漢江公園所有區

域及清溪川下達關於禁止22時至次

日淩晨5時戶外飲酒的行政命令，違

規者將被處以1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

570.5元)以下罰款。

具體來看，市區25處公園將從

當天 22 時起禁止飲酒，漢江公園

和清溪川分別從7日零時和22時起

實施。若違規行為導致確診病例增

加，市政府將就其造成的損失提

出索賠。

此外，為了提前找出社區潛在

感染源，首爾市將各區衛生站的篩

查診所平日和周末運營時間分別延

長至 21時和 18時，還在考慮增設

生活治療中心和臨時篩查診所等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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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執政黨共同民

主黨的兩名總統候選人——前總理丁世均和議員李

光宰當天在國會表示，二人決定合推丁世均為單一

候選人參選。

這是韓國執政黨啟動黨內競選以來首推單一候

選人，可能成為牽製黨內熱門人選京畿道知事李在

明的“候選人聯盟”信號彈，因而備受關註。

丁世均表示，為推動“再創政權”取得勝利，

我們決定合推候選人。今天的“必勝連帶”是旨在

繼承盧武鉉精神和文在寅政府、成立第四屆民主政

府、開啟韓國未來和實現經濟繁榮的革新連帶。

丁世均和李光宰曾於上月28日宣布將合推單一

候選人參加韓國下屆總統選舉。

另據韓聯社報道，民調機構Global Research4日

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韓國京畿道知事（韓國

省級行政區首長）李在明以44.7%的支持率領先其

最強勁的對手前檢察總長尹錫悅（支持率為

36.7%）8個百分點。

據報道，Global Research受Newsis的委托於上

月30日至本月2日向韓國全國1000名18歲以上選民

進行了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李在明的支持率在男

女受訪者中均高於尹錫悅。

按年齡段看，李在明在18歲到50歲年齡段處於領先地位，尹錫

悅只在60歲到70歲年齡段領先。

按地區看，李在明在仁川、京畿、大田、世宗、忠清、光州、

全羅、釜山、蔚山、慶南領先，尹錫悅在首爾、大邱、慶北、江原

和濟州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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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暑假來臨，誰來照顧放假

的孩子成為很多家庭面臨的難題。

為此，北京、上海、武漢、南京、

濰坊等地近日陸續官宣推出小學生

暑期託管服務。根據中國教育部發

布的相關通知，暑期託管班不強制

師生參加，應以看護為主，開放教

室、圖書館、運動場館等資源設施，

合理提供一些遊戲活動、文體活動、閱

讀指導、綜合實踐、興趣拓展、作業輔導

等服務，不得組織集體補課、講授新課。北

京有家長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託管

服務確實有機會減輕家庭經濟和人力負擔，但是多

數受訪家長坦言“還在觀望”，希望託管班不只是

“看孩子”，學習新的東西是家長更看重的。

截至7月8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陸續接到
北京多個區的家長反饋，已收到學校

發來的暑期託管通知，託管服務對象為1至
5年級在讀且確有看管困難的學生。“學校
通知的託管時間是一期：7月19日至8月3
日；二期：8月5日至8月20日。不包含周
六日，每天的託管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下
午5時30分。每個學生限報一期。”北京海
淀區一年級學生家長張先生決定報名。他
說，申請託管的學生將被安排到學區內的一
到兩個學校集中託管。“家長名義上是送孩
子去機構學習，更多的則是花錢僱人看娃。
這次學校的暑假託管新政解決了雙職工家庭
的一個大問題。”

北京某校收費每天30元
據悉，託管費用是每天30元（人民

幣，下同），一期班12天，共360元。相較
於市場上的高價託管班，12天360元的費用
讓不少家長大呼“真香”。張先生表示，平
時在校外找課後託管的收費約為每小時35
元，一個月需要支出1,400元，餐費另算，
而暑假託管是含餐費每周1,380元，這對普
通工薪家庭而言是筆不小的開支。“假期能
把孩子送到學校託管，不僅省錢，也更安
心。”他說。

不過，對於這項政策，大多數受訪家長
持觀望態度。“學校下發的暑期託管通知上
並未列出託管期間的活動安排細目，只是籠
統地稱‘負責每天督促學生完成作業，根據
實際情況，適當組織學生開展閱讀及其他室
內外活動。’”北京西城區的二年級生家長

孫女士表示，希望能給家長提供一份託管期
間的課表，了解具體內容後才好確定是否報
名。“如果只是幫忙看孩子，沒有任何課程
設置，那不如在外面報繪畫、音樂等興趣
班。”

活動內容不清晰家長卻步
“爸爸媽媽想給我報名暑假託管，但我

不同意。要去別的學校上課，不知道有什麼
活動，也沒有課表。我可不想暑假變成‘第
三學期’。”對於託管，北京西城區某小學
的二年級生陳同學表示反對。她說，“要是
學校能上游泳課的話，我就報名。”

“早在四五月份，我就着手給孩子報名
暑期課外班，目前確定的是線上語文，線下
數學和英語，外加游泳、圍棋等興趣班，都
是多人大班課。有的是十天的課程，有的則
是一周兩次課，一個暑假的花費約在1萬元
左右。”北京海淀區的三年級生家長陳先生
說，“孩子班上很多同學平時就是各種補習
班的常客，更不可能放過假期補習機會。這
次學校暑期託管政策雖說很好，但來得遲了
些。託管地點也不在本校，而是學區內的另
一個學校，離家有點遠。多重原因之下，我
們班幾乎無人報名。”

根據日程安排，自7月15日起，北京市
小學生將正式迎來暑假，而第一期暑期託管
班也將於7月19日開放。

“我們希望了解託管的具體操作情況，
看到首期託管班效果，最終決定未來假期孩
子的去向。”對很多家長而言，今年的暑假
值得期待。

教育部：看護為主不得補課 父母：學習新事物更重要

“官方帶娃”模式
期待更給力細則
�
/=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倪夢璟上海報
道）暑期的校園操場
上，萌娃們抱拳相
向，一招一式有板有
眼。原來，這是上海
一愛心暑託班的特色
武術課程，眾多孩子
們在此學習特色知
識，豐富暑期生活。
7月5日，上海543

個辦班點的數萬名小學生
便正式開始體驗“快樂不
簡單”的愛心暑託班生活。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上海
市的假期託管班實際上從2014

年就開始運轉，辦班主體一般為街
鎮社區，地點可以借用學校場地，
也可以是街道正規的活動場所，授
課老師則一般來自於高校以及正規
社會組織的志願者。

培養興趣 課程多元化
“愛心暑託班解決了我們雙職

工家庭，特別是沒有老人可以幫忙
帶孩子的家庭的煩惱。”上海黃女
士就讀二年級的兒子是家裏的獨生
子，此前面臨將孩子帶去工作單位
的尷尬境地，“現在獨生子女多，
如果孩子在家裏只有一個人很孤
單，有了愛心暑託班，他們就可以
和同伴一起玩耍交流，這一點是我
非常看重的。”其兒子先後參加了
繪畫、音樂等多個課程，在她看
來，和普通補習班不同的是，愛心
暑託班更注重的是興趣的培養以及
課外知識的傳授。例如在長寧區，
不同的街道還開設了不同的課程，從茶藝到繪
畫到手工再到國學，相對於日常課程，愛心暑
託班更具有趣味性。“這樣趣味性的課程能夠
給孩子培養更多的興趣愛好，我們也可以根據
孩子的興趣，為他們進行後續的深造。”

收費普惠一分鐘搶光
除2020年因疫情原因停辦之外，截至發

稿，上海已累計共開辦了暑託班2,925個，不僅
規模不斷擴大，更受到了社會以及家長的熱
捧。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上海的暑期託管
班以三個星期為一個完整周期，平均收費600
元人民幣，家庭困難可以申請減免。由於具有
普惠性質，目前每位孩子只能參加一個周期的
託管班。不少家長期待隨着資源增加，託管班
的時間可以延長，有家長表示，部分班級因為
報名太過火熱，甚至出現名額一分鐘被搶光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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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作業輔導輔導 益智益智遊戲遊戲 急救急救知識知識

康體康體鍛煉鍛煉

公辦暑期託管上路
家長盼不只是看娃

近日，各地官方
及社區陸續推出暑期
託管班，不少家長期望
託管課程多元化，能豐
富孩子的暑期生

活。

新華社新華社 新華社新華社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一聽到孩子要放
暑假就頭疼，怎樣安排假
期生活真是道難題。”這
句話道出了無數家長的苦
衷。在這個大長假裏，父
母上班，“神獸”光宅家

不行，“放養”又不敢。不少家長選擇
“高價買清靜”，給孩子報課外班，各種
校外暑期班供需兩旺。

長期以來，內地教育領域的託管服務
問題，落實起來一直是個“老大難”。此
前，多地推出“三點半課堂”、“課後服
務”，但其中不少最終不了了之。究其原
因就是託管細則和效果沒有達到家長們的
預期。

從不少家長對官方暑假託管措施的冷
淡態度可見，教育需求早已過了“有人幫
我看孩子就行”的階段。必須要有經過科
學設計的課程和活動，託管服務才能產生
持久的吸引力。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為家長減負、孩
子成長的暑假，需要政府更多的政策配套
支持。只有妥善謀劃，順應學生成長規
律，設置素質教育課程和活動，優化暑期
託管服務若干要素，這項“官方帶娃”模
式才能真正落到學生和家長的心坎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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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傳統手工藝品
都在述說一個獨特的故事，
同時也記錄了周遭的環境和
生態。此外，手工藝還圓滿
了一個群體的回憶和產物的
儲存。有別於市面上的衣物
和飾品，經過時間、利用傳
統技藝親手編織的製品，藏
着源遠流長的智慧，相信購
買有故事的手工藝品，會讓
人感受到從文化遺產中滲透
的一份愛。

Paola
的話 勿遺忘傳統手工藝之一

在既講求迎合科技的速度，同時又着重放慢腳步的年代，就像菲林相機雙重曝光的功能一樣，出現了重
影、兩個主題交疊微妙的視覺效果。要是將身處的這個時代幻化成一張照片，或許能捕捉到因為時代更迭而
產生新舊交替的“瞬間”。擁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似從老化到活化之間的瓶頸中漸漸找到出口，在活化傳
統技藝百花齊放的氛圍中，無論作為主角、領導的角色、參與者或者是感興趣的人，應該怎樣為逐
漸被遺忘或者淘汰的日常，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為這些產物迎來更豐富的未來？

傳統與當代碰撞出時代產物傳統與當代碰撞出時代產物

CHAT六廠紡織
項目總監 Paola
Sinisterra。
CAHT六廠供圖

港人該珍惜本地傳統手工藝港人該珍惜本地傳統手工藝
上世紀的人善於靠一雙手找到畢生“搵食”的技能。在這些積累下來的智慧逐

漸被時代的巨浪吞噬之前，民間早有個人或者機構組織為傳統手工藝找到安身之

處，甚至結合設計、藝術加入當代的元素，創作出屬於今天的時代產物。單看香

港，既不乏傳統手工藝，也不缺“有心人”默默守護、傳承。他們的堅持能否扭轉

傳統手工藝漸漸退場的命運？坊間相關的展覽、工作坊和體驗，又是否能凝聚大眾

的力量，給它們延續意義、帶來新的生命？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苡楠

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到大型建築的活化工
程，近年坊間顯然不缺多類型的非牟利機構關
注、推動香港的“舊物”活化，傳統手工藝也開
始轉化成不同形式存在於這個城市中。被問到在
處處講求活化的氛圍中，傳統手工藝實際上是否
引起大眾足夠的關注？Rex、Sarah和Penelope不
約而同提到，香港確實有不少對傳統手工藝感興
趣的個人或群體，但根據觀察以及非正式統計，
來參與活動的港人往往僅佔總人數的一半。“我
覺得香港的教育和環境都容易令市民較少參與此
類活動，因為保育一定不是一些賺錢的東西。”
畢竟傳統手工藝的欣賞和創作都需要靜下心來、
放慢腳步，要比一般娛樂用時更長，也不符合人
們經常所說的經濟效益。“我們從小到大都被灌
輸‘凡事都要快’的觀念，而且要以賺錢為目
標，所以其他事物的優先秩序自然靠後。”Rex

說。除此以外，Sarah也留意到香港人旅遊的方式
都是以吃喝玩樂為主，很少會去嘗試了解其中的
文化以及文化背後的故事，以致會與很多城市的
文化瑰寶擦肩而過。
Penelope提到，的確有很多身邊的本地朋友

喜歡購買外地的工藝品，而因為香港的地理位
置，購買台灣工藝品的現象就更為普遍。“日本
和台灣在傳統手工藝上的發展確實要比香港快，
但是是否就比我們優越呢？我並不認同。工藝無
分高低，只有各地各自擅長的一個領域。”Penel-
ope強調，傳統手工藝與生活、文化、宗教固然有
密切的關係，不同背景展現不同的儀式，製成品
亦往往有不一樣的發展方向。“當我們覺得當地
的手工藝很美的時候，也應該回到香港看看同樣
出色的工藝品。”Penelope覺得港人有責任發掘
更多本地的傳統手工藝。

Rex、Sarah和Penelope皆認同香港特區政府
在傳統手工藝的領域上的付出，Penelope甚至覺
得香港市民其實很幸運，只要去留意或搜索，就
會發現由政府或私營機構舉辦的傳統手工藝相關
的活動和展覽眾多。可是，在眾多的選擇中，人
們不知道如何去揀選自己喜歡的範疇，沒有一個
途徑讓他們判斷自己是否適合參與。Penelope建
議，政府或許能夠在這方面設立一個系統性的分
類，讓人們更容易挑選到自己心儀的活動。
Rex和Sarah同樣認為，的確有很多針對保育

或者傳統技藝的資源都來自於政府，可是卻未能
貼心關顧到漁民的需求。兩人提到，很多漁民一
輩子在打魚、不懂得看字，可是要申請政府各種
的資助來提升或者優化漁民文化，首先必須在網

上查看、報名，甚至要用上二維碼，即使得悉有
資助，程序繁複也令大部分漁民卻步。“政府有
很多政策推出來，但是背後操作和持續性上始終
差了一點。”Rex憶述過去幾年出現過一些計
劃，比如是跟漁民文化或者技能持續發展和轉型
相關，至今卻沒有看見漁民真的有改變或者轉
型。除此以外，Sarah認為掌握傳統技藝的退休漁
民其實有很多，但是政府卻往往無法觸及到離島
居民。“要接觸到懂字、天天上網的人很容易，
但是離島、漁村長大的人就很難。”Sarah認為要
不是機構、社企、社工、身邊願意幫助的朋友提
供協助的話，漁民幾乎無法直接與政府溝通。然
而，他們卻是牢牢掌握着扎實的傳統技藝的一個
群體。

步伐太快錯過城市文化瑰寶

記者認識非牟利組織香港長洲生態文化環境
保育協會的羅家健（Rex）和葉翠霞（Sar-

ah）兩位創辦人，源自於日前CHAT Shop推出
的其中一項織品——漁網袋。漁網編織原是為了
漁民在海上捕魚，而漁網袋則是漁民利用漁網編
織技術製作、懸掛於漁船上的袋子，用來盛載乾
貨或者球狀的物體。Rex和Sarah與記者相約於
長洲碰面，然後再到他們所居住的船“Floatu-
dio”上進行採訪。當天，Sarah肩膀上背着的漁
網袋，與一般手袋一樣，漁網袋中放着她私人物
品，經過“個人化”的袋子，無論是風格還是顏
色，與她休閒的衣着都很搭調。
Rex小時候在長洲的漁民家庭長大，2012年

與Sarah成為情侶，一同居住於“Floatudio”船
上，並以營運遊艇服務支撐着一同成立的機構。
Rex和Sarah憶述本次能夠有機會與CHAT六廠
合作，是因為一個朋友在長洲舉辦編織工作坊，
認識到來自哥倫比亞、CHAT六廠紡織項目總
監Paola Sinisterra。Paola自此對長洲文化、漁
網編織技術產生興趣，就連同10個朋友和Rex、
Sarah以及Rex的爸爸一同學習漁網編織，聆聽
有關漁民家庭、長洲的故事。Paola除了將加入
現代元素的漁網袋帶進CHAT Shop，更重要的
是將本地傳統漁業技藝的故事，通過CHAT的
網上平台傳遞給更多的人。

生活處處可見民間智慧
“我本身不是長洲人，來到這裏居住以後覺

得很多東西都很新鮮。”過去住大埔的Sarah，
儘管曾和Rex遊歷過60個國家，來到長洲，眼
前的事物仍然引發她的好奇心和關注。“在長
洲，人與人之間沒有隔膜，很有人情味，令我想
多了解他們的文化。一個地方最吸引人之處並不
是名勝，而往往是那裏的人。”Sarah形容自己
是一個觀察入微的人，比如從一個船上的撈箕開
始，發現實際上很多漁民用的工具都離不開同一
種編織技術，也對漁民的智慧感到相當佩服。隨
着漁民的生活水平上升，漁網編織逐漸從人手轉
為機器製作，Sarah很希望能夠抓住這條手工藝
的尾巴，想辦法將漁網編織的技術傳承下去。
“我看見一些著名品牌的某些手袋，都是用相似
的技術製作。”Sarah表示，Rex本身是長洲西
灣第三代漁民，有較多的人脈，可以邀請到上一
代的漁民在二人舉辦的工作坊中教授漁網編織技
術，也有着特別的傳承意義，“是否等到熟悉漁
網編織的人都去世了，大家才講保育，才覺得它
重要？”Sarah說。
反之，在長洲土生土長的Rex卻笑言：“長

洲日常生活的東西，我經常都能見到，所以最初
覺得很普通。”Rex提到，在海上生活僅僅是因
為自己的情意結，恰好其中一個叔叔以低價出售
給他一艘船，就達成了自己在海上生活的願望。
Rex分享到，Sarah的想法帶給了自己很多始料
未及的啟發，發現除了可在海上居住和做生意，
還能參與很多保育工作，其中就包括分享漁網編
織技能。能夠親眼見證它應用於生活上，並獲得

人們的認同，Rex開始覺得自己能為漁民文化以
及當中的手藝付出更多，“我們未必能百分百做
好，但還是盡量希望將保育、承傳的信息帶給不
同的人。”Rex說。

傳統金屬工藝糅合當代設計美學
位於中環、非牟利的工藝體驗場所“飄雅活

藝”，平日會舉辦展覽和工作坊等活動，為前來
的觀眾打開工藝領域的眼界。近日“飄雅活藝”
正在舉辦專題展覽“點藝成金”，展出香港和日
本的工藝師所創作的金屬工藝品，作品不僅透過
金屬工藝述說豐富的歷史背景，其技術也反映當
時人們的生活需求。當代工藝師則將這種傳統工
藝糅合其功能性、當代的美學與設計，在展覽中
呈現。“這裏匯聚了傳統和當代工藝師的作品，
在香港比較難一次過看到那麼多手工藝，我們希
望這個地方能夠作為一個見證，為觀賞者講述鮮
為人知、被忽略的一些香港故事。”“飄雅活
藝”創意總監陸詠沁（Penelope Luk）認為，傳
統工藝既要以它本身的形態繼續留存，同時也要
與時代接軌。

以展品《純銅壺式蒸餾器》為例，傳統工藝
師陸樹才、陸強才夥拍煉酒師色阮澔、張曉明，
以製作銅製葫蘆涼茶鼎技術為基礎，改良純銅壺
式蒸餾器，將其變成提煉手工釀氈的器具。這種
重新演繹的方式，給香港傳統手藝賦予當代的靈
魂，觀賞者不僅從工藝和藝術的角度欣賞展品，
還可以走進更深一層的歷史背景，了解更多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銅製品在香港最輝煌時期的生活形
態，解構昔日“前舖後工場”的涼茶經營模式。
“透過了解、認識與對話，作品成了兩代互動出
來的副產品。”Penelope提到，過去的工藝師能
夠一輩子都只聚焦在一個工序，他們對自己的崗
位或者手藝都有一種情結，因此策展的切入點往
往是他們的故事。Penelope相信，這樣不僅能幫
助工藝師梳理情感，還可以連結當代需要的文
化、設計和藝術，讓大眾一同感受他們的歷程。
“自有工藝發展開始，這種互動就沒有停過。工
藝、設計、藝術和文化的關係總是密不可分，這
亦將會是全球傳統工藝發展的大趨勢。”Penel-
ope認為，日後傳統手工藝將以什麼方式演繹，
可以令到它一直發展下去，對於“飄雅活藝”來
說非常重要。

RexRex示範漁網編織技術
示範漁網編織技術。。

漁網編織講述香港傳統
漁網編織講述香港傳統漁業技藝的故事
漁業技藝的故事。。

RexRex（（左左））和和SarahSarah想辦法將漁網想辦法將漁網
編織的技術傳承下去編織的技術傳承下去。。

““點藝成金點藝成金””展出香港和日本的工藝師
展出香港和日本的工藝師

所創作的金屬工藝品
所創作的金屬工藝品，，左一為左一為《《純銅壺純銅壺

式蒸餾器式蒸餾器》。》。

●當代工藝師將傳統工藝糅合功能性和設計美
學，在展覽中呈現。

支持政策宜精細政府應該更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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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客家會這次趁疫情趨緩之后到顧休士頓客家會這次趁疫情趨緩之后到顧
問－葉德雲的旅館召開了理事顧問會議問－葉德雲的旅館召開了理事顧問會議，，主要討論項目有主要討論項目有
：：

11..會長會長--馮啟豐表示歡迎所有理事抽空參加理事會馮啟豐表示歡迎所有理事抽空參加理事會,, 大大
家都打了疫苗家都打了疫苗,, 他這次出城作秀他這次出城作秀,, 感覺經濟已復甦感覺經濟已復甦,, 但由於但由於
DeltaDelta 變形病毒變形病毒,, 請鄉親們仍需當心謹慎請鄉親們仍需當心謹慎,, 以保健康以保健康.. 並特別並特別
感謝葉德雲顧問提供場地感謝葉德雲顧問提供場地,, 及會長夫人鍾依君所準備的可口及會長夫人鍾依君所準備的可口
午餐午餐..

22..恭喜本會恭喜本會 劉志忠顧問當選今年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劉志忠顧問當選今年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
民國民國 110110年的雙十國慶主委年的雙十國慶主委.. 休士頓客家會擬于休士頓客家會擬于 1010月月33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下午下午 22--44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主辦雙十國慶杯華台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主辦雙十國慶杯華台
客語演講比賽以表示贊助客語演講比賽以表示贊助!! 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很重視這項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很重視這項
族群多元化的活動族群多元化的活動,, 而其夫人也是桃園客家人而其夫人也是桃園客家人,, 已邀請其參已邀請其參
加比賽並歡迎全僑到時一起共襄盛舉加比賽並歡迎全僑到時一起共襄盛舉!!

比賽方式比賽方式:: 將分成華將分成華、、台台、、客語三組客語三組,, 每組以不超過每組以不超過 1010
人為限人為限;; 演講形式不限演講形式不限;; 夫妻夫妻,, 母子母子,, 父女搭檔皆可父女搭檔皆可;; 也可以混也可以混

合語言合語言..
-- 比賽題目比賽題目: (: (11)) 我在我在 Houston (Houston (22))我的家庭我的家庭 ((33))我行我見我行我見

。。參賽者可任選一個題目來練習準備參賽者可任選一個題目來練習準備..
-- 演講長度演講長度:: 22--55分鐘分鐘
-- 報名費報名費: $: $1010
-- 評比標準評比標準:: 內容內容,, 口齒清晰度口齒清晰度,, 發音標準發音標準,, 趣味性趣味性
-- 獲勝者獎勵獲勝者獎勵:: 獎盃及獎金獎盃及獎金.. 第一名第一名: $: $150150;; 第二名第二名::

$$100100;; 第三名第三名: $: $5050;; 優勝二名優勝二名 $$2525.. 參賽者皆有禮品參賽者皆有禮品.. 人人有人人有
獎獎!!

33..僑教中心陳主任有意規劃台灣四大族群文物展示區僑教中心陳主任有意規劃台灣四大族群文物展示區,,
並擬在大禮堂入口處旁設置永久客家文物展示區並擬在大禮堂入口處旁設置永久客家文物展示區；；基本上基本上,,
將展示藍衫將展示藍衫,, 客家花布客家花布,, 紙傘等具有代表客家文化之文物紙傘等具有代表客家文化之文物.. 如如
有需在台灣訂做展示文物有需在台灣訂做展示文物,, 將請客委會協助將請客委會協助..

出席會議者出席會議者：：馮啟豐馮啟豐,, 李元平李元平,, 方海妮方海妮,, 葉德雲葉德雲,, 江美玉江美玉,,
蔡淑英蔡淑英,, 鍾桂堂鍾桂堂,, 吳筑君吳筑君,, 鍾依君鍾依君,,劉志忠劉志忠

休士頓客家會理事會召開理事會休士頓客家會理事會召開理事會

休士頓全僑歡送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歡迎黃依莉副主任茶會，昨盛大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曉市頓中華公所發起的休士頓全
僑歡送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任滿返國及歡迎新任黃依莉副主任
茶會，於昨天（7月10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半起，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盛大舉行。主辦方中華公所兩位共同主席江麗君、黃泰生
首先在茶會上致詞。

江麗君共同主席表示：由於疫情關係，出席人數嚴格限制在
50人以內，每個社團一位代表，本來人數還會多一、二倍。但
楊容清副主任在過去三年間為僑社的努力工作，她親切的笑容，

大家有目共睹，祝福她前程似錦，步步高陞 ！
中華公會另一位共同主席黃泰生，他以弘一

法師李叔同的 「送別」 一曲，為楊容清副主任送
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
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他衷心
祝福楊副主任，歸途順暢，輝煌騰達。他也提到
幾位曾駐休士頓的代表返國後輝煌騰達。如前楊
進添處長，返國後榮陞外交部長；僑教中心呂元
榮副主任，返國後榮陞僑委會副委員長；以及前
僑教中心梁栢堅主任送了二次都送不走等等。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難忍對楊副主任的思念
、眷念。她特別提到楊副主任的酒量，為她擋了
好多次。很多事情（人際方面）她認為楊副主任
比她更細心，她再次謝謝她！

主辦人王秀姿頒發德州州長的賀狀給楊副主
任，並邀請幫忙申請的 「老協」 趙婉兒會長上台
一起合影。

楊容清副主任致詞表示：離開休市，她真的
很不捨。感謝中華公所凝聚僑社各社團，她真的很不捨大家，這
裡有她很多美好的回憶。感謝主任，主任行政經驗豐富，她跟主
任學到很多東西。她也希望主任把照顧、關懷pass 給新副主任
。

會中也簡單介紹新派來的黃依莉副主任，台大畢業，在英國
唸過書，這是她第一次外派。

黃依莉副主任致詞表示：我是黃依莉，畢業於台大法律系，
在國外獲碩士學位。做過法務方面的工作。曾調至僑委會，僑教

處，通訊社（負責媒體宣傳）。曾以為台灣很小，今天來到休士
頓，才發現世界是很小的。休士頓這麼遠，而今天僑教中心的主
任，是我在通訊社的主任（老長官）...感謝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
，處長，陳主任。

最後，各社團代表登台，贈送逾五十個社團及僑務委員贈送
「僑社之友」 的牌匾給楊副主任，並合影留念。另外，有個人甘
幼蘋、黎淑瑛、洪良冰、賴李迎霞、李雄等人，他們紛紛上前向
楊副主任致贈紀念品，並合影留念。

王秀姿王秀姿（（右右）、）、趙婉兒趙婉兒（（左左 ））向楊容清副主任向楊容清副主任（（中中））頒贈德州州長賀狀頒贈德州州長賀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中華公所二位共同主席及各社團代表向楊容清副主任休士頓中華公所二位共同主席及各社團代表向楊容清副主任（（中中 ））頒頒

贈贈 「「僑社之友僑社之友」」 的牌匾的牌匾。（。（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客家會合影休士頓客家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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