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Thursday, 8/19/2021

凱蒂亞洲城
商圈旺鋪全⾯招商
1,000 ~ 8,000平⽅英呎
JOSIE LIN,CCIM
(713)-630-8000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12046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 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 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 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與第2劑須隔8個月 美9月起追打第3劑疫苗
（路透社
路透社）
）

美國衛生當局今天引述數據表示，
COVID-19 疫苗效力隨時間下降，對 Delta
變異株感染保護力較弱，未來防重症效力
也可能降低。因此計劃 9 月下旬開始追打第
3 劑，與第 2 劑間隔須達 8 個月。
Delta 變異株肆虐全美，美國疾病管制
暨預防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總統首席醫療顧問佛
奇（Anthony Fauci）今天協同多名衛生官
員發表聲明，宣布今年秋天全面追打第 3 劑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根據聯合聲明，美國準備在 9 月 20 日
當週開始為民眾追打第 3 劑疫苗，與第 2 劑
須間隔 8 個月，但實際開打時程會視衛生當
局評估而定。聲明表示，美國食品暨藥物
管理局（FDA）將針對輝瑞/BNT、莫德納

（Moderna）疫苗施打第 3 劑效力與安全性
進行獨立評估，CDC 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
檢視相關證據後，會做出接種建議。
由於美國第一線醫療人員、療養院居
民及高齡者當初是最早接種疫苗族群，他
們預計也會率先施打追加劑。
至於施打嬌生（Johnson & Johnson）
單劑型疫苗的民眾，聲明指出，預計他們
之後也會需要追打疫苗，未來幾週會有更
多相關數據出來，屆時會再向外界說明。
佛奇今天在簡報會上表示，美國決定
追打第 3 劑，主要原因包括疫苗抗體量會隨
時間下降，且對抗 Delta 變異株須較高抗體
程度。數據也顯示，接種追加劑能提升體
內抗體效價至少 10 倍。
根據佛奇提供的數據，不論對上哪種

變異株，打完第 2 劑疫苗兩週後體內抗體量
會達高峰，但之後就一路下滑。
另外，根據 CDC 一份最新研究報告，
專家追蹤打完輝瑞或莫德納疫苗的美國療
養院與長照居民狀況，發現 Delta 變異株出
現前（3/1-5/9），疫苗效力約 74.7%，中
期（5/10-6/20）降為 67.5%，Delta 變異
株肆虐期（6/21-8/1）只剩 53.1%。
佛奇強調： 「若等到壞事發生才去應
對，因應能力一定遠不及原本真實實力，
所以一定要走在病毒之前。」
至於為什麼是隔 8 個月，美國公共衛生
局局長莫西（Vivek Murthy） 指出，打完
疫苗約 6 個月後，突破性輕中度感染病例數
就會開始上升，但疫苗最重要目的是防重
症，目前看來效力還算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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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精選夏季團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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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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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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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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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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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艾伯特州長也確診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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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州長辦公室週二發佈消
息，他已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在官邸隔離治療之中 ，這位
共和黨籍的州長曾經接種過疫苗
，但是還是感染上了， 他目前况
狀良好 ，並没有任何嚴重的症況
，她的夫人及週邊人員目前都呈陰
性。
據透露 ，州長週一參加過共
和黨室內集會 ，多半人都未戴口
罩 ，他的感染 ，將會引發另㘯政
治攻防戰。
今天三月份州長下令解除囗罩
令並頒佈全州百分之百商業可以全
面開放 ，他說， 州內的小商業在
掙扎中無法生存，他也反對強制學
生們戴上囗罩。

由於疫情之急轉直下， 德州
目前變成重災區之一 ，根据最新
數據 ，目前德州已有一萬一千七
百九十一名確诊人住院 ，但是我
們只有三百二十七张緊急病床。
本週開始 ，全州中小学校全
面恢復回校上課 ，許多校區都規
定要学生們戴口罩 ，但是， 州長
確持不同看法， 他堅持個人及企
業不需要政府告訴他們如何管理和
經營。
我們相信，目前在美國仍然無
法防範疫情， 主要是中央和地方
， 民主和共和政黨都不同調 ，連
州長都染上了， 我們也只有自求
多福了。

Texas Governor Tests
Positive For COVID-19
COVID-19
s mansion and is
receiving Regeneron’s
monoclonal antibody
treatment. First Lady
Cecilia Abbott has tested
negativ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 statement from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s
office said that Abbott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even though

he is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rus.
He is now currently
isolated in the governor’

Abbott attended the
Republican Party club
party on Monday where
most of the people didn’
t wear a mask. Abbott has
opposed mask mandates
and has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banning
school districts from
requiring masks. He lifted
the state mask mandate
in March and allowed
businesses to open at

100% capacity. He said
that too many Texans
have been sidelined fro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oo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have
struggled to pay their bills.
But now the state is
surging with new
COVID-19 cases. There
are now 11,791 confirmed
patients in hospitals
throughout the state and
Texas now has the most
pediatric COVID cases in
the nation.
Starting this week all of
the schools are open for

the kids. We really worry
about their health issues.
Most of them are not
vaccinated, so how can
we protect them?
It is very sad to say that
today in America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It is difficult to
be united to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from the federal
to the local level and from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s, the political
fight never ends.
As ordinary citizens, we
just need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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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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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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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維穩還是唯神?--啟人疑慮難解的塔利班政權
塔利班神學士(Taliban)極端主義者匆匆
執掌阿富汗政權，重建了伊斯蘭酋長國,除了
讓倉惶撒走的美國汗顏羞辱外, 世界也為之驚
訝不置, 塔利班新政權重返執政的第一天就做
出宣誓, 將致力於和平穩定的治理以獲得世界
認可支持, 並承諾將進行大赦，不會對任何人
採取報復手段，也強調將在伊斯蘭法框架內
尊重婦女權利, 不再強制穿全罩袍等等,儘管
他們釋出善意與誠意, 但回顧 20 年前他們的
執政記錄, 相信他們的人並不多, 所以才會有
那麼多的阿富汗人驚慌出逃。
一個採取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來治國
的塔利班政權基本上並沒有現代文明的觀念
與理想, 他們所謂的”政教合一”模式就是以
宗教來治國, 他們遵循的法律是伊斯蘭沙裡亞
法(Shari‘ah law)，婦女沒有接受教育與外
出活動工作的權力，毫無女權可言, 整個社
會有極其嚴律的宗教為約束, 沒有娛樂設施,
針對犯罪則以蒙面斬首處決,極端殘忍不人道
, 與人權格格不入, 在塔利班統治下的社會相
當不文化也不文明, 他們的下一代沒有接受正

規的現代教育, 只被訓練成刻板的可蘭經教徒
, 思想和行為模式有別於民主國家，所以重奪
政權的神學士可以改變這些舊有思維模式嗎
? 那真是啟人疑慮難解的，不過他們既已宣
誓要改變, 我們姑且信之。
塔利班嚴格說來並不算真正的恐怖份子,
但他們不可理喻的言行卻令人畏懼三分, 他們
以聖戰勇士自居，誓言把伊斯蘭法律影響到
全世界,堅信總有一天會取得勝利, 而且他們
更支持恐怖份子,20 年前就是因為匿藏了基
地組織首腦賓拉登所以才遭美國嚴懲攻打而
垮台。
現在塔利班又支持一個名為”東突厥斯
坦運動” 的伊斯蘭組織, 該組織多年來以暴
力在中國新疆推動獨立建國,曾被聯合國界定
為恐怖組織, 換言之, “東突運”是企圖分裂
中國的境外惡勢力, 但塔利班卻與之掛鉤, 而
川普政府為助長疆獨勢力卻在去年把“東突
運”從恐怖份子名單刪除, 所以塔利班政權如
想與中國交往, “東突運”是不可逃避的問題
!

阿富汗總統行蹤曝光帶1億多現金搭機逃亡證實落腳這國

塔利班爽佔阿富汗全境？專家：內戰還有得打
紐西蘭前總理克拉克（Helen Clark）17 日表示，在阿富汗舊軍閥的 「讓路」 下，塔利班得以在短
時間內幾乎攻下該國的所有領土，但這也代表這些傳統勢力並未受到太大損傷；她認為各方談判恐難以
達成協議，最終阿富汗可能爆發一場曠日彌久的內戰。
克拉克在一次電話訪問中表示，她認為由於塔利班難以獲得當地其他勢力的信任，加上其政權的強
烈神權性質，和平談判恐無法輕易達成；且即使是在美國 2001 年推翻塔利班政權前，其也從未完全統
一過阿富汗，必須在長年內戰中與 「北方聯盟」 （Northern Alliance）的軍閥們對抗。
這些軍閥的私人部隊雖然在阿富汗政府建立後被解散，但事實上大多跟著 「老長官」 一同進入該國
軍警體系，並在 20 年內持續獲得美軍和其他國家的支援。克拉克指出，阿富汗舊軍閥領導的武裝勢力
在這波塔利班攻勢中 「讓路」 ，並未遭遇太大損傷，擔心阿富汗將再度爆發一場曠日彌久的內戰。
阿富汗民族英雄馬樹德（Ahmed Shah Massoud）之子艾哈邁德（Ahmad Massoud）已在龐吉夏
河谷（Panjshir Valley）成立抵抗聯盟，自行宣布繼任總統的阿富汗副總統沙雷（Amrullah Saleh）和部
分政府軍部隊也已撤退到該處，並能看到 「北方聯盟」 的旗幟仍在當地飄揚。
不過巴基斯坦資深記者古瑞希（Ahmed Quraishi）向《今日以色列報》（Israel Hayom）透露，包
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卡達、美國的外交官們，正努力防止阿富汗陷入內戰，塔利班也對此釋出善意，
目前仍部分克制其對人權的侵犯行為，也未宣布成立獨立政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8 日確認，已歡迎阿
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入境該國。
甘尼據稱在塔利班兵臨城下時第一時間搭乘
直升機逃走，且還攜帶數量高達 1 億 6900 萬
美元的現金，多到直升機載不完。
美國 「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18 日報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交部
18 日在一份聲明稿中，證實已 「以人道主義
為由」 ，歡迎甘尼與他的家人入境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甘尼 16 日曾聲稱，他是為避免喀
布爾 「血流成河」 ，才決定離開阿富汗。
不過俄羅斯大使館發言人伊什琴科
（Nikita Ishchenko）向 「路透社」 透露，一
名目擊者稱甘尼在逃離阿富汗時，載了滿滿
4 輛車的現金，數量多到無法完全裝入其逃
跑所搭乘的直升機，只好把部分現金留在原
地。 《每日郵報》（Daily Mail）表示，據
稱甘尼當時攜帶的現金高達 1 億 6900 萬美元
。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則指出，阿
富汗民眾對甘尼逃走感到憤怒又困惑，前阿
富 汗 情 報 機 構 「 國 家 安 全 局 」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orate） 局 長 納 比 爾 （Rahmatullah Nabil）痛批甘尼總是對其政治目標
「反其道而行」 ；著名軍事強人努爾（Atta

Mohammad Noor）怒罵這是一個 「巨大、
有組織且怯懦的陰謀」 ；阿富汗和平委員會
主席阿布杜拉（Abdullah Abdullah）則表示
，主會讓甘尼承擔此事的後果。
在此同時，阿富汗民族英雄馬樹德
（Ahmed Shah Massoud） 之 子 艾 哈 邁 德
（Ahmad Massoud） 已 在 龐 吉 夏 河 谷
（Panjshir Valley）成立抵抗聯盟，自行宣布
繼 任 總 統 的 阿 富 汗 副 總 統 沙 雷 （Amrullah
Saleh）和部分政府軍部隊也已撤退到該處，
並能看到對抗塔利班的 「北方聯盟」 旗幟仍
在當地飄揚。

世界形勢
星期四

2021年8月19日

A4

Thursday, August 19, 2021

希臘遭遇“冰火兩重天”：
林火冰雹接連來襲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對公務員及部分聯邦監管行業實施
新冠疫苗強製接種的計劃。所有商業航班、省際列車等交通工具，最遲
將在 10 月底之前要求其乘客必須已接種疫苗。
加政府計劃，最快在 9 月底對所有聯邦公務員實行疫苗接種強
製要求。對於無法接種疫苗的少數公務員，可視情采取通融或替代
措施。
對於聯邦監管的航空、鐵路和水上交通部門的雇員，當局擬
於 10 月 底 之 前 盡 快 推 行 疫 苗 接 種 強 製 措 施 。 同 樣 措 施 將 拓 展 至 包
括商業航班、跨省列車以及有過夜住宿服務的郵輪等交通工具的
乘客。
加政府表示，將與各相關方進一步討論實施強製接種措施的具體細
節。當局同時呼籲聯邦監管的公營公司及其他雇主也要求其雇員接種疫
苗。
加拿大最主要的兩大航空企業加拿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公司均發
出聲明，對疫苗接種強製措施表示歡迎。
加政府表示，自該國去年 12 月中旬啟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以來，確
診病例中僅有不到 1%是已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士。目前加拿大合資格人
士、即 12 歲以上人群中，已有逾 82%至少接種一劑疫苗，逾 71%實現完
全接種。
2020 年的官方數據顯示，加拿大約有公務員 30 萬人，其中約 58%分
布在首都地區之外。在聯邦監管行業中，約有 1.85 萬個雇主機構，雇用
95.5 萬名雇員，大約占全國勞動力的 6.2%。

數百名中美洲國家移民近幾日被美國驅 圖北上越境入美者。
逐至墨西哥南部，又被大客車拉到危地馬拉
一座偏遠小鎮。按照這些移民的說法，驅逐
【住不下】
過程混亂，他們對具體去處一無所知。
在埃爾塞沃運營
小鎮收容條件有限，當地交通不便， “移民之家”收容所
移民回國困難重重。
的安德烈斯· 托裏維
奧說：“他們最後來
【急趕人】
到這裏，而這裏什麼
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6 日以來 也沒有，沒有為移民
，已有 300 多名中美洲國家移民被美國用 服務的團體。”
飛機遣送至墨西哥南部城市比亞埃爾莫薩
“移民之家”收
，隨後被墨西哥政府安排乘坐大客車，抵 容所最多可容納 30 人
達危地馬拉邊境小鎮埃爾塞沃。
。托裏維奧對數百名
這批移民大多來自洪都拉斯、薩爾瓦 移民突然到來感到震
多和危地馬拉。他們說，移民中有多名攜 驚。按照他的說法，
未滿周歲嬰兒的母親。
8 日晚，至少 7 輛大客車把那些被美國驅逐
來自薩爾瓦多、現年 24 歲的珍妮弗和 出境的移民送到這裏。
9 歲兒子 9 日上午被趕出美國得克薩斯州，
“移民之家”人滿為患，規定最多只
乘飛機抵達比亞埃爾莫薩，當晚被大客車 能住兩晚。珍妮弗發愁：“不知道明天睡
拉到埃爾塞沃。她說，遣送他們的人員 在哪裏。”
“沒有告訴我們要帶我們去哪兒，大客車
托裏維奧和同事聽說，還有一架航班
駛入危地馬拉時，他們說‘好了，就這兒 將從美國飛往墨西哥南部，乘客隨後將乘
吧，下車’”。
坐大客車到埃爾塞沃。“他們想讓我們如
埃爾塞沃只有大約 300 名居民，周邊 何安置這些人？這裏沒地方。”
是大片農田和叢林，這批移民抵達後被告
危地馬拉移民局發言人亞歷杭德拉·
知往南步行。
梅納稱，政府“尊重”這批移民的需求。
美國政府上周開始安排航班把中美洲
移民遣送至比亞埃爾莫薩，以震懾那些試
【回不去】

德國連續兩日新增確診超五千例

將美國列為高風險地區

納塔利婭· 洛倫索在埃爾塞沃所屬的
拉佩滕省做人權事務相關工作，認為這批
移民“被騙了”。“他們被告知埃爾塞沃
有一輛大客車會把他們送回自己的國家。
到達後，他們問，大客車在哪兒，我到哪
兒坐車回國。”
大多數移民不知道自己會被送到埃爾塞
沃。一些人認為回家是最好的選擇。只是，
在埃爾塞沃，沒有交通工具能帶他們回洪都
拉斯或薩爾瓦多，而且返鄉路途遙遠。
“我們不知道去哪兒，”來自薩爾瓦
多、現年 24 歲的瓦妮莎說，“他們把我們
扔在這裏。”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病
例數為 5578，已連續兩日新增突破五千例。由於美國、土耳
其和以色列新增確診病例數攀升，德國政府當天宣布將上述
三國列為新冠高風險地區。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
染 人 數 和 新 增 死 亡 人 數 分 別 為 5578 人 、 19 人 ， 累 計 確 診
3810641 人、累計死亡 91853 人。該國官方用於監測疫情嚴重
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數(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當
天進一步反彈至 30.1。截至目前，德國已接種 9690 萬劑次疫
苗，共有 47048937 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
56.6%。
德國聯邦政府當天宣布，考慮到美國、土耳其和以色列三
國新冠確診病例數攀升，將三國列為新冠高風險地區。其中，對
美國和以色列的相關旅行限製從本月 15 日起生效，對土耳其的
限製從 17 日起生效。15 日起生效的還包括對肯尼亞、黑山、越
南、法屬圭亞那和法屬波利尼西亞等國家和地區。
根據德國官方目前實施的防疫措施，來自高風險地區的
旅客如果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或是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
之後痊愈，則可免於接受隔離。不符合這兩項條件之一的人
士則必須在抵達德國後自行隔離，隔離至第五日如果新冠檢
測結果為陰性，可提前結束隔離。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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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將強製要求公務員和航班
列車乘客接種疫苗

熱浪還未消退
冰雹雷暴席卷而來
然而，希臘救火工作尚未結束，暴
風雨和冰雹卻又席卷而來。
8 月 6 日，埃夫羅斯部分地區冰雹從
天而降。亞歷山德魯波利斯同樣迎來了
強烈的風暴，冰雹襲擊了迪凱洛斯、馬
克裏地區。根據當地民眾的說法，冰雹
的尺寸“有一個核桃那麽大”。
8 月 11 日下午，希臘部分地區再次
出現風暴和冰雹。拉裏薩市中心廣場上
有樹木被大風劈成兩半。與此同時，卡
瓦拉地區自 8 月 10 日起因冰雹和強降雨

而關閉。不少汽車、太陽能熱水器，以
及花園和房屋等受損。
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區，閃
電還引發多處火災。但所幸有大雨相助
，火勢並未蔓延。雅典市中心、南郊和
北郊地區都出現了強降雨。
8 月 11 日夜間，剛剛飽受山火侵襲
的埃維亞北部和中部，也再次遭遇了雷
暴大雨等惡劣天氣。
根據氣象部門的預計，接下來幾天，
希臘天氣將有所好轉。但在馬其頓中部、
色薩利、斯波拉德斯群島、中希臘大區
中部和埃維亞，還會出現局部降雨。希
臘大陸其他地區也將出現局部強降雨，
伯羅奔尼撒半島則會出現風暴天氣。

數百名中美洲移民遭美國驅逐
落腳危地馬拉

全球最大車展移師德國慕尼黑
九月恢復線下舉辦
綜合報導 全球規模最大的汽車業展會法蘭克福國際車展(IAA)自
2021 年起改為在德國慕尼黑舉行。車展主辦方宣布，本屆車展將於 9 月 7
日至 12 日以線下實體方式舉行。這將是德國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首個線
下舉行的大型展會。
兩年一屆的 IAA 展由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VDA)主辦，全稱為“國
際汽車展覽會”。該展自 1951 年起一直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辦，因此
國際上亦普遍稱其為“法蘭克福國際車展”。受參展人數下滑等因
素影響，2020 年 3 月，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宣布將 IAA 展改到慕尼黑舉
辦，且將該展從一個純汽車展會擴充為包括電動自行車等在內的“出行
方式展會”。
主辦方公布的參展商名單顯示，奧迪、寶馬、福特、大眾、現
代、梅賽德斯奔馳等品牌都將攜新車型亮相。來自中國的長城、小
鵬汽車等品牌亦將參展。華為、IBM、高通等電子企業亦將亮相本
屆車展。
作為一屆在新冠疫情條件下舉行的車展，本屆慕尼黑 IAA 展向所有
入場人士提出的要求是“3G 原則”，即滿足接種過疫苗、感染後痊愈或
有陰性檢測報告三項條件之一的人士方可入場。在車展場館內亦需遵守
防疫規定，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
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總經理閔德爾表示，本屆慕尼黑 IAA 展將成為
全球出行行業最現代化和規模最大的展會。“歐盟已經製定了讓歐洲成
為全球首個氣候中性大陸的目標，交通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屆車
展恰逢其時。”

是希臘幾十年來發生的最大的生態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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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八月，本是適合在希臘海島
悠然度假的季節。但在今年，先有極
端高溫引發“地獄般”山火，後有惡
劣天氣帶來冰雹和暴雨，加之新冠疫
情的反彈，希臘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

希臘面臨的最嚴重的極端高溫天氣。
在極端高溫的影響下，8 月 3 日晚，
雅典北郊瓦裏波比突發山火。希臘當局
緊急疏散群眾。隨後的 24 小時內，希臘
全境發生了 118 起火災。其中，瓦裏波
比、埃維亞島北部、古奧林匹亞遺址和
麥西尼亞州的火勢尤為強勁。
希臘各地的消防隊伍紛紛投入滅火
救援。希臘民眾也自發為消防員提供飲
水、食物、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此外，
希臘政府還向歐盟民事保護機製提出請
極端高溫侵襲希臘
求，歐洲和中東多國則向希臘派出了消
恐怖林火吞噬家園
防員、直升機和消防車進行等馳援。
據報道，8 月初，“世紀熱浪”持續
8 月 12 日，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形
肆虐希臘，氣溫持續超過 40℃，部分地
容稱，近期在希臘發生的毀滅性野火，
區更是高達 46℃。這是自 1987 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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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病毒株肆虐 美單日病歿再破千每小時奪42命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Delta
變異株正持續肆虐美國境內疫苗接種率偏低的
區 域 ， 據 路 透 社 統 計 ， 美 國 17 日 通 報 超 過
1000 起病故案例，相當於每小時約 42 人死亡
。
統計結果並顯示，全美過去這個月與
COVID-19 有關的死亡案例飆升，平均每天
769 人病歿，創下 4 月中以來的新高。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政府 17 日晚
間證實，計劃把旅客在飛機、列車、巴士、機
場、火車站須佩戴口罩的規定，延長實施至 1
月中旬。
如同許多國家，Delta 變異株已給美國帶
來重大挑戰。
路透社統計 17 日全美各州共 1017 人病亡
，使得累計染疫病故人數逼近 62 萬 3000 人，
高居全球各國官方通報數字之冠。
美國上次出現單日逾千死是在 3 月分。
根 據 統 計 網 站 「 用 數 據 看 世 界 」 （Our
World In Data），為因應最新威脅，美國官員
已開始加速疫苗接種，過去兩週的每 7 天平均
接種劑量增加 14%。

政府和企業最初提供現金和獎品等誘因來
鼓勵接種，但病例驟增已導致若干公司和州政
府強制人員施打疫苗，否則將失去工作或得接
受定期篩檢。儘管如此，美國醫院仍持續湧入
新病患，與 COVID-19 相關的住院人數過去兩
週增加約 7 成。
根據路透社統計，美國過去 12 天平均每
日通報超過 10 萬起新病例，為 6 個月來新高。
美國南部依舊是最新這波疫情的核心熱區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統計數據
顯示，佛羅裡達州上週通報近 2 萬 6000 起新
病例，刷新紀錄。
德州現正深陷州內第 4 波 COVID-19 疫情
，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的辦公室說，
艾波特 17 日也被驗出陽性反應確診，但目前
為止沒有症狀。
另 外 根 據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數據，全美兒童染疫住院人數也增加，截至
17 日上午為止共 1834 人住院。衛生專家把這
種趨勢歸咎於比 Alpha 病毒株更容易感染兒童
的 Delta 變異株。

削減駐韓駐歐美軍？美國安顧問：無此計畫 被美國遺忘的一群人為華府工作的阿富汗人悲慘境況曝光

美國白宮國安全顧問蘇利文 17 日表示，
總統拜登沒有裁減駐紮在韓國和歐洲美軍的計
畫。
拜登前一天就撤軍阿富汗發表談話時表示
，不會在對美國沒有國家利益之地犧牲美軍。
被問及韓國是否也包括在內時，蘇利文作出上
述回應。蘇利文說，拜登曾屢次表明不會削減
駐韓國和歐洲的美軍規模。美軍在非內戰時期

也駐紮在兩地維護同盟安全，其駐紮目的與阿
富汗的情況根本不同。
在朝鮮譴責韓美聯演並要求撤離駐韓美軍
的背景下，蘇利文作出上述發言，引人關注。
朝鮮勞動黨副部長金與正 10 日發表談話譴責
韓美聯演時曾指出，美國應先撤除在韓部署的
侵略武力和戰爭裝備。

注定失敗的20年美報告直指華府在阿富汗最大敗筆
根據美國阿富汗重建特別督察長(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IGAR)最新報告，報告直指美國在
阿富汗重建一事上的戰略不連貫，導致雖投入
充沛資源，卻無法建立具凝聚力的領導與界定
明確任務，不但讓重建淪為注定失敗的 20 年
，也造成美國納稅人將 1450 億美元浪費在無
法持續、貪腐與不現實的時間表之上。
正當拜登政府忙著將美國人與阿富汗人自
喀布爾機場緊急撤出的同時，SIGAR 公佈的最
新報告無疑在傷口上灑鹽，對美國在阿富汗的
任務提出嚴厲抨擊，
這份報告名為《我們需要學到甚麼：阿富
汗重建的 20 年教訓》，明確界定美方還有哪
些任務有待完成。報告表示， 「經過 13 年的
督導，SIGAR 與其他監督機構確定的累積挑戰
清單，足以讓人震驚」 。
這是一系列重建檢討的第 11 份報告，其
中描述美國如何將資源與生命投入一項不可能
且定義不清的任務之中。雖然仍有部分亮點，
包括兒童死亡率降低、人均 GDP 的增加與識字
率提升；卻也抨擊阿富汗的無能、貪腐、混亂
與美方一廂情願的想法。報告表示， 「隨著安

全情勢的惡化與阿富汗對美國的需求增加，美
國官員錯誤地誤解華府決策能夠改變複雜的阿
富汗機構、政治掮客與塔利班引起的社群對抗
，並以此制定了明確的時間表」 。
報告指責阿富汗政府機構與政治掮客完全
無心改革與進取，而是忙著找方法生財加強自
己的政治目的，卻加劇原本計畫想要解決問題
的嚴重性。雖然美國官員最終發現這問題，但
他們只是另找完全無視當地狀況的新方法。
雖然阿富汗當地預期壽命增加 10 歲，而
提 升 至 65 歲 ， 孩 童 死 亡 率 下 降 超 過 50% ，
GDP 也成長近兩倍；但其他領域卻也出現穩定
朝錯誤方向發展的趨勢，即使是國家安全也不
例外。報告認為，目前是塔利班這 20 年來的
巔峰時期，其控制的領土較過去 20 年來任何
時候來的龐大，並對阿富汗安全部隊展開持續
的作戰。綜觀 2020 年，阿富汗軍隊平均每天
會遭到 80 至 120 次的攻擊，這讓軍人對自己生
命安全的憂慮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
與此同時，雖然美國花了數 10 億美元協
助阿富汗走出毒品生產，但種植罌粟花的毒品
銷售卻穩定增加，所得成為塔利班的部分資金
。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7 日報導，過
去 20 多年來，有一群阿富汗人或受聘於美軍或美
國企業，或與之合作。隨著塔利班在阿富汗攻勢
勢如破竹，害怕遭報復的他們不斷向美國提出簽
證申請。然而，受限於官僚主義，他們的請求卻
遲遲未獲批准。雪上加霜的是，隨著塔利班拿下
喀布爾，掌握週邊通往機場的道路，如今他們活
在恐懼中，深怕清算與報復會臨到自己與家人身
上。
法瓦德是上百甚至上千名申請進入簽證進入
美國的阿富汗人之一，卻始終未獲結果。如今，
由於無法前往喀布爾機場，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
恐懼之中，完全不敢跨出家門一步。
過去 1 天以來，CNN 採訪數名像法瓦德一樣
的阿富汗人，他們有的是與美國政府或承包商合
作，有的是受聘其下的職員，如今卻感到滿滿孤
立與遺棄感。
法瓦德自 2003 年開始，就在美國企業工作
；2020 年 4 月開始申請特殊移民簽證（Special
Immigrant Visa SIG），迄今卻還在等候答覆。
他表示，隨著塔利班拿下喀布爾，自己正經歷生
命中最糟的時光。整天躲在家中，晚上又睡不著
。畢竟，部分地區已出現塔利班挨家挨戶的搜索
像他們這樣的人。自塔利班上週進入首都以來，
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不敢出門。
擁有兩個年幼女兒的法瓦德表示， 「我的許
多親戚與同事現在都試圖找方法逃離這個國家」
。法瓦德的前東家支持他申請 SIG；但法瓦德卻
無奈地表示，最近發給美國大使館的電子郵件與
簡訊，卻宛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我已經發了 3 到 4 封電子郵件，提醒他們
處理我的申請；不幸的是，處理流程完全沒有時

間表，我們不知道還要多久的時間，但時間所剩
不多了」 。除了美國企業員工的身分外，法瓦德
也是哈札拉什葉派穆斯林社群的成員。該組織在
上次塔利班執政的時候，曾遭到迫害，讓他非常
害怕塔利班登門尋仇。
法瓦德的例子在阿富汗並不陌生，他的前東
家證實曾多次收到阿富汗人請求幫助。
沙飛則在 2010 至 2013 年，為美軍在阿富汗
的二大城坎大哈管理軍事設施。 2013 年的一個
夜晚，他回到家卻驚然發現塔利班留下的信，信
中要他辭職，否則後果自負。
雖然有美國高官背書，但沙飛的申請在 2013
年 5 月為美國大使館拒絕，理由為 「不曾實際受
僱於美國政府」 。
沙飛最近再次申請簽證，申請書還附上 2 名
美軍退役上校、1 名美方官員與 1 名高級軍官的
認證信；其中，官員寫道沙飛兩度生命收到威脅
，其父親更於 2018 年遭塔利班殺害。
即使如此，美國大使館 16 日回覆給沙飛的郵
件中，卻仍要他提供身分證明；但美國陸軍官員
已在信中向大使館證實，沙飛沒有類似文件。
躲在喀布爾家中的沙飛，覺得自己困在一場
官僚主義的噩夢中。他無奈地向 CNN 抱怨， 「到
底我的申請出了甚麼問題？他們還要我提供甚麼
」 。
法哈德在 1 間美國企業工作近 4 年，該公司
專門為阿富汗軍隊維修車輛。自己已申請 SIV 並
附上雇主開立的就業證明，甚至還附上 1 封美國
公民的推薦信。不過，美方回覆確表示需要 8 週
時間來驗證相關文件。但從朋友經驗來看，整個
過程可能要 1 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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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監會夥警方打擊 唱高散貨

整治市場 滬嚴打“股市黑嘴”
阿富汗

1

促阿不再成恐怖主義庇護所

王毅應約同布林肯通電話：願推動阿問題實現軟着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
媚） 香港證監會 17 日發表今
第二季的《季度報告》指出，
內證監會加強與香港聯交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同美國
作，聯手打擊涉及新股上市的
當和不當行為，雙方現時一旦
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重點就阿富汗局勢及中美關係交換了意見。布林肯
覺預警跡象，顯示沒有足夠的
感謝中方參與阿富汗問題多哈會晤，表示阿當前局勢正進入一個關鍵階
資者真正對某些上市申請感
段。塔利班應表明與極端主義一刀兩斷，選擇有序權力轉移和成立包容性
趣，便會對這些有問題的申請
強審查，並會在必要時反對或
政府，期待中方也能為此發揮重要作用。美認可阿富汗未來應由阿
絕有關申請。
●布林肯認可阿富汗未
人民決定，呼籲塔利班當前應確保所有希離阿人員的安全。
期內，證監會與警方對一
來應由阿人民決定。
來應由阿人民決定
。
涉嫌進行“唱高散貨”市場操縱
資料圖片
為規範互聯網金融信息傳播秩序，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
劃並干犯欺詐罪的集團採取聯合
動，搜查了某香港上市公司的辦
上海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
處及其高層人員的住所。警方在
●王毅表示，中方願同美方溝通對話，推動
工作，堅決遏制各類違法違規信息傳播，全面清理“股市黑
程中拘捕四名人士，包括該公司
阿問題實現軟着陸。
資料圖片
三名高層人員。為提升各界對社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其間，屬地主要網
媒體投資騙局的認知，證監會亦
毅闡明了中方對阿富汗局勢的立場，表
站查刪攔截有害信息逾 1.7 萬條，下架音視頻專輯、節目
示事實再次證明，把外來模式生搬硬套
大宣傳工作，聯同警方舉辦了多
3,187 個，處置違法違規賬號 8,000到歷史文化及國情截然不同的國家水土不
餘個，關閉直播間 53
社區外展活動，並提醒持牌人在
服，最終難以立足。一個政權沒有人民支持
測到疑似“唱高散貨”騙局時通
個，有效淨化了網絡生態環境。
是立不住的，用強權及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只
證監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會使問題越來越多。這方面的教訓值得認真
在執法方面，證監會因應
反思。
價及成交量的異動，提出
王毅表示，中方願同美方溝通對話，推
2,319 項索取交易及賬戶記錄
部消息，這隻股要爆升了，有興趣加我微
動阿問題實現軟着陸，促使阿不再發生新的
要求，並對 4 家機構及 3 名人
信！”類似這樣的短信，在手機屏幕上經
內戰或人道主義災難，不再成為恐怖主義滋
採取了紀律處分，涉及的罰款
常彈出。股市“黑嘴”利用網絡平台發布虛假、蠱
生地和庇護所，鼓勵阿建立符合阿國情、開
額為 500 萬港元。證監會亦特
惑性信息，養粉薦股後反向操作收割散戶，導致個
放包容的政治架構。
點名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平台
●8月16日，美國士兵在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外圍把守，以阻止數千準備逃離喀布爾的阿富汗民眾。
美聯社
王毅說，美應在助阿維穩防亂、和平重
股暴漲暴跌，侵害股民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又指早前發出聲明，明確表示
建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前一段倉促撤軍已
◀ 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上海
安集團旗下的任何實體均未獲
嚴查養粉薦股操弄股價 對阿局勢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下步如再製造
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
發牌或註冊以在香港進行受規
出新的問題，更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上海網信辦微信公眾號“網信上海”發布消息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工
活動，並呼籲投資者如打算投
王毅強調，美上屆政府宣布撤銷“東伊
稱，聚焦音視頻、直播類、財經資訊類、聚合類等屬
作。圖為網信辦在其微信公眾
於在不受規管的平台上發售的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16
對此，宋偉表示，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其
運”的恐怖組織定性，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
地重點網站，上海網信辦、上海證監局加強聯動協
號發布提醒股民警惕“股市黑
票代幣，務必格外謹慎。
日應約同美國國務卿通電話時闡明
後面主要是政治利益的驅動，例如美國一直沒有明確
標準，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美方應改
同，圍繞相關法律法規及典型案例開展普法宣講，提
嘴”的信息。
網絡截圖
/1
了中方對阿富汗局勢的立場，表示
把阿富汗塔利班定性為恐怖組織，而只是將阿塔下面
弦更張，為中美涉阿合作以及國際反恐合作
高企業合法合規運營意識。同時，督促指導各平台自查
事實再次證明，把外來模式生搬硬
的哈卡尼網絡定性為恐怖組織，這裏面的一個重要考
掃除障礙。
自糾涉非法證券期貨經營風險，全面清理“股市黑
套到歷史文化及國情截然不同的國
慮是，如果將阿塔定性為恐怖組織，那麼將無法同其
至於A股表現，因消費、醫藥和半導體等熱門板
而融資壓力加大亦令指數承壓。不過，在經濟復甦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違規信息，對平 中美理應展開協調合作
家水土不服，最終難以立足。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
談判、美國也就無法實現撤離阿富汗的目標。
塊重挫，滬深兩市 17 日萎靡不振，三大指數均跌逾
依舊以及流動性相對穩定的支撐下，市場沒有系統
台公眾賬號運營者強化證券期貨經營資質核驗，全力
學院教授宋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美國
宋偉還強調，對於是否是恐怖組織，國際社會已
王毅進一步表示，中美都是聯合國安理
2%。截至收市，滬綜指破 3,500 點關口，報 3,446
性風險，調整空間也不會太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壓縮場外配資、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相關網絡信息傳播
在阿富汗簡單照搬美國的政治體制，必然出現水土不
經有統一的定義標準，不能為了本國的某種政治利益
會常任理事國，也是當代國際體系的重要參
點，跌70.36點或2%；深成指報14,350點，跌343點
邦
17
日於開市前公布中期業績。友邦
空間。
服的問題，這是導致美國在阿富汗失敗的一個重要原
就替恐怖組織正名、洗地，美國政府撤銷“東伊運”
與者。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和亟待解
市場料震盪整固 成長持續
或
2.33%；創業板指報
3,224
點，跌
77
點或
2.34%。
半年新業務價值增長
因。
定性的做法肯定是一種雙重標準的虛偽表現。他說，22%至 18.14 億
指導平台實施有效管理 決的地區熱點問題，中美理應開展協調合
兩市共成交13,083億元人民幣。
粵開證券亦指，8月的A股市場處於震盪期，國
元，所有報告分部（除香港外）的新業
中美之間雖然有很多的矛盾和利益衝突，但是在反恐
作，這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但美方不
純靠外力構建政體不可能
內外宏觀面擾動將會增加，前期漲幅過大、預期過
價值均超出 2019 年上半年，疫情大流
在專項整治中，上海網信辦指導屬地網站平台
這個問題上是有共同利益的，也應該努力合作以打擊
能一方面處心積慮遏制打壓中國，損害中方
滬深三大指數齊低走
高、交易過度擁擠的成長股，短期可能存在補跌風
前的水平，惟旅遊限制繼續影響香港業
採取扎實有效的管理措施。嗶哩嗶哩對認證通過的
宋偉指出，“建構國家”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
國際恐怖主義。
正當權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
北向資金持續回流，當日淨買入14.75億元。除
險，市場賺錢難度提升；但中期沒有系統性風險，料
來自內地訪客的銷售。
財經類用戶賬號統一社群運營，加強內容安全教
務，就如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的“建設和平”一樣，國
國際交往中從來不存在這種邏輯。中美意識
中美存在許多共同利益
民航機場板塊逆市漲
2%外，行業板塊全線回調，釀
市場在經歷一定震盪整固後，成長牛、結構牛將繼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
育，禁止未經資質認證的個人和機構發布涉投資理
際社會還很少見到有能夠單純依靠外部力量建構一個
形態、社會制度、歷史文化不同，這是客觀
新的有效的政治體系的先例。美國在阿富汗“國家建
關於中美關係，王毅在通話中表示，中美正確的
酒、電子元件板塊更暴跌4%。
續。
祥表示，本地客群新業務錄得可觀增長
財等財經領域內容；東方財富網通過“股民學校”
事實，誰也不可能改變對方，正確的做法是
構”的失敗，同樣說明，想要單純依靠外部力量，而
做法是在相互尊重基礎上，共同尋找兩個大國在這個
概念板塊亦幾乎盡墨，光刻膠、第三代半導
周一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要優化政策
本地客對保障需求仍高，會繼續研究新
在相互尊重基礎上，共同尋找兩個大國在這
專門頻道，傳播各類證券相關基礎知識和法律法
不充分考慮當地國家的實際情況，建設一個有效運
星球上和平共處之道。
個星球上和平共處之道。歷史必將證明，無
體、刀片電池等板塊連遭暴擊，狂瀉逾4%。
組合，促進消費穩定恢復增長，用好地方政府專項
品應付市場需求，又相信當香港恢復與
規，加強投資者教育；喜馬拉雅加強對涉非法證券
作、可持續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對此，宋偉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
論美方意欲何為，中美關係最終應該只尋求
巨豐投顧分析，藍籌股超跌反彈之後的分化及
債帶動擴大有效投資，以更有效的開放舉措穩定外
地通關後，內地客新造保單業務將會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的舉報受理工作，對於核實為違
務。在宋偉看來，儘管美國是霸權國，有強大的軍事
越來越多的全球公共問題，許多地區性的問題也會外
這樣一種前途，也只有這樣一條路可走。美
高位科技股的分化，導致市場短期調整需求升級，
貿外資，穩定市場主體信心，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復。
規的內容進行拓展排查溯源，提高舉報處理效率。
力量和經濟力量，但是制度的建立和有效運轉，並不
溢，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兩國之間仍然存在許多重
方應奉行理智務實的對華政策，尊重中方核
是僅僅依靠軍事和經濟援助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美國
要的共同利益，例如維持阿富汗局勢的基本穩定、阻
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按照兩國元首通話精
在阿富汗簡單照搬美國的政治體制，必然出現水土不
止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在阿富汗的流行，這對於
神，加強對話，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早
服的問題，這是導致美國在阿富汗失敗的一個重要原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來說具有關鍵
日重返正軌。
因。
意義，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來說也具有關鍵性的意
美方：不尋求在中國西部邊界現動盪
王毅在通話中強調，美上屆政府宣布撤銷“東伊
義。因此，即便中美之間出現了激烈的戰略競爭，兩
運”的恐怖組織定性，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這
國之間不僅需要和平共存，也有許多可以共同合作的
布林肯說，美中對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保
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
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持溝通非常重要。我同意美中實現和平共處
是共同目標，希望雙方尋求和開展合作。當
然美中也存在明顯分歧，今後可通過建設性
方式逐步加以解決。美方重申反對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義，不尋求在中國西部邊界地區出
現動盪。阿富汗局勢演變再次表明，美中以
建設性、務實方式就地區安全問題開展合作
十分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常駐聯合國
示，阿富汗戰爭業已結束，將協商建立開放包容的
副代表耿爽 16 日在安理會強調，阿富汗絕不能再度
伊斯蘭政府，並採取負責任行動，確保阿富汗公民
成為恐怖分子天堂，這是阿富汗未來任何政治解決
和外國駐阿使團安全。中方期待這些表態得到落
方案必須堅守的底線。聯合國安理會當天舉行公開
實，確保阿富汗局勢實現平穩過渡，各類恐怖主義
會，緊急審議阿富汗問題，耿爽在會上闡述中方立
和犯罪行徑得到遏制。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各黨
場。
派、各民族團結起來，建立符合阿自身國情、廣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的視頻，讓人震驚。喀布爾機場這幾天的
包容的政治架構，為阿實現持久和平奠定基礎。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7 日在談到阿富汗
混亂似曾相識，讓人感慨萬千。

變天

刪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 處置違法賬號8000餘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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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美不應為政治利益幫恐怖組織正名
﹂

友邦本地客群新業務增長可觀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

阿富汗絕不能再成恐怖分子天堂

美在阿反恐20年 恐怖組織從個位數變20多

局勢時說，希望美方能對其動輒軍事干
預、窮兵黷武政策做出認真反思，停止
打着“民主”“人權”的幌子肆意干涉
他國內政，破壞他國和地區和平穩定。
“美國對阿政策是否已經失敗，美國
盟友是否認為美靠不住，我想美方和其他
國家都會做出自己的思考和結論。”華春
瑩說。她說，電視和網絡上關於喀布爾機
場的混亂畫面，特別是有民眾急於跟隨美
撤離卻不幸從美方飛機起落架上摔下身亡

“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
爭，但美國贏了嗎？20 年來，在阿恐怖
組織從個位數增加到了 20 多個。美國給
阿富汗人民帶去了和平了嗎？20 年來，
10 多萬阿平民在美軍及其盟軍的槍炮之
下傷亡，1,000 多萬人流離失所。阿富汗
戰爭平均每天造成 6,000 萬美元損失，嚴
重拖累阿經濟社會發展，而美軍也付出
2,400 多名軍人死亡和超過 2 萬億美元的
代價。”華春瑩說。

冀阿建立符合國情的政治架構

耿爽說，當前阿富汗局勢已發生重大變化，我
們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願和選擇。他強調，當務之
急是盡快恢復和平、穩定和秩序，最大限度避免無
謂傷亡和產生大規模難民。駐阿外交機構和外交人
員的權益不可侵犯，在阿外國公民的安全和利益必
須得到尊重和保障。阿富汗各方均有責任保護民眾
生命和財產安全，並為外國公民安全居留和有序撤
離提供保障。
耿爽表示，中方始終主張政治解決是阿富汗問
題的唯一出路。中方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

冀切斷同一切恐怖組織的聯繫
耿爽指出，過去20多年裏，“伊斯蘭國”、“基
地”組織、“東伊運”等恐怖組織在阿富汗境內聚集
發展，對國際和地區和平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阿富
汗絕不能再度成為恐怖分子天堂，這是阿富汗未來任
何政治解決方案必須堅守的底線。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切實履行承諾，徹底切斷同一切恐怖組織的聯繫。各
國應根據國際法和安理會決議履行義務，合作打擊一
切恐怖主義，堅決防止“伊斯蘭國”、“基地”組
織、“東伊運”等恐怖組織趁亂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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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下游全景
从空中俯瞰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下游
全景。
。

谢

雷摄

在白鹤滩水电站筑无缝大坝、智慧大坝，造百万千瓦机组

自主创新，中国水电有“创新密码”
本报记者

没有发现一条温度裂缝
“我在三峡工程工作过，现在又经历了白鹤
滩，一辈子能参加两个世界级水电工程，我感到
非常自豪。”在壁立千仞的狭深河谷间，热风夹
带着水雾缓缓升腾，站在白鹤滩混凝土双曲拱坝
上，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党委书记何炜感慨万千。
中国水电在西南，西南水电在金沙。2012 年
7 月，正值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三峡集团”） 全面开发金沙江下游 4 个梯级
水电站，受公司派遣，何炜来到白鹤滩投身工程
筹建。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和云南省昭通
市境内，作为“老一辈”建设者，9年的现场锤炼，
早已令何炜对白鹤滩建设的各类“疑难病症”烂熟于
心。少为人知的是，刚到坝区时，复杂的地质条件曾
让他连续几个月都辗转反侧。
河谷地带，两岸空间有限，必须通过开挖地下
洞室布置引水发电设备。摆在建设团队面前的首道
难题，便是世界水电站建设史中都格外少见的地质
现象——玄武岩柱状节理。
“这其实是发育玄武岩中的一种原生张性破
裂结构，从形状上看就像薯条一样，开挖后则容
易产生松弛、崩落等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祖煜介绍说。
啃下硬骨头，得下硬功夫。为找到最佳解决
路径，建设团队彻夜探讨施工方案，组织考察各
种隧道工程，大范围搜寻可借鉴的技术，最终决
定按照“开挖一层、分析一层、预测一层、验收
一层”的工作程序，动态优化施工方案，以保障
洞室群整体稳定。
尽管已是倍加小心，但突如其来的岩爆问题
还是让建设团队捏了一把汗。2019 年 5 月 1 日，
大坝右岸部分洞段出现岩爆，表面有开裂掉块现
象，白鹤滩施工被迫陷于停滞。
容不得丝毫犹豫，何炜与同事们立即在洞室
内部增设了大量监测仪器，迅速组建由国内多名岩
石力学专家领衔的科研团队，结合监测数据深入研
究岩体变化机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启。
“抢险加固涉及很多技术问题，不能蛮干。”
何炜告诉记者，初次变形稳定后，团队第一时间
现场勘察，科学判断、果断决策，争分夺秒开展
应急加固工作，历时半年时间，圆满完成抢险任
务。
水电建设业内，大体积混凝土的温控防裂一
直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大坝建设需要浇筑大
量混凝土，混凝土中的水泥水化反应会产生热
量，使得混凝土浇筑后温度上升。如果不采取有
效的温度控制措施，任由混凝土热胀冷缩，难免
会产生裂缝。”工程建设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
明伦解释道。

刘乐艺

超级工程，催生了新材料和新工艺。为了从源
统，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王飞告诉记者。
头上攻克“无坝不裂”难关，白鹤滩水电站首次全坝
在他的带领下，数字工程团队集思广益、紧
采用低热水泥混凝土。与常规使用的中热水泥相比， 密联动，反复演算优化，最终造就出集“建模低热水泥水化热量低、后期强度高，具有高抗裂、高
编译-计算-分析-出图”为一体的施工全过程进
耐久性、耐冲磨性等特点。
度仿真系统。“这套系统既可以模拟出混凝土的
事实上，低热水泥的应用绝非是突发奇想， 浇筑场景，又能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合理化建
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工程实践。早在三峡三期工程
议。”王飞介绍称，这对提高缆机等资源的利用
中，低热水泥混凝土便得到局部应用。但由于其
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满足各阶段度汛及蓄水
彼时刚研制出来，质量尚不稳定，暂且无法全坝
目标奠定了基础。
浇筑。
智能建造，也为白鹤滩水电站添设了一双双
2013 年，在三峡集团的安排下，孙明伦开始 “慧眼”，帮助其掌握“身体状态”。
负责低热水泥混凝土的性能试验工作，为白鹤滩
据了解，白鹤滩坝体内埋设有上万个监测传感
全坝应用低热水泥进行全面研究。编制研究大
器，可采集温度、应力状态等数据，实时监控运输
纲、分析反应机理、总结生产经验……创造性进
车、缆机、振捣机等设备的运转。截至目前，监测
行多轮低热水泥考核性生产后，水泥各项性能终
传感器已累计采集 3470 万条温度数据，质量、安
于达到工程要求。
全、施工进度等数据突破10亿条，真正实现全过程
从 2017 年 4 月 12 日开始，至 2021 年 5 月 31
实时监控和预警。
“就好像一个人身体不适，自己就
日，1500 多个日夜的奋战下，采用低热水泥混凝
能抽血化验，并开出治病药方。
”工程建设部副主任
土浇筑的白鹤滩大坝浇筑到顶，总方量达 803 万
陈文夫形象地比喻道。
立方米。“目前，我们的白鹤滩大坝已经全部浇
在白鹤滩，智能设计无处不在。在白鹤滩技
筑完成，没有发现一条温度裂缝。”孙明伦骄傲
术管理部副主任周孟夏看来，其手机中安装的智
地说。
能通水成套装备和移动实时诊断控制系统便是他
最亲密的“工作伙伴”。
“混凝土比人还要娇贵。”周孟夏告诉记者，
由于混凝土往往升温速度过快，这就需要借助冷
却通水来控制整个温度变化过程。“以前，大坝
通水系统全靠人工操控，按照规范要求至少每 4
个小时就要对所有仓号进行一次测温，需要投入
最大坝高 289 米、地下洞室总长 217 公里， 大量的人员，大坝温度情况掌握也比较滞后。”
白 鹤 滩 水 电 站 可 谓 名 副 其 实 的 “ 大 块 头 ”。 然
如今，智能通水系统通过温度传感仪器，
而，“大块头”一样拥有“大智慧”，诸多智能
可实时感知混凝土状态，通过智能调节通水流
建造技术贯穿于白鹤滩的全生命建设周期，助
量、温度和时间，在线个性化进行温度调控，
力其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大坝。
实现对坝体温度的全过程智能化、精准化管
正午时分，白鹤滩坝顶仓面闪动着一群橙色
理 。“ 有 了 智 能 通 水 系 统 后 ， 点 点 手 机 ， 所 有
身影，工程师们正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精细调
参数全都一目了然，工程师只需要按时检查系
整传感器角度，验证采集数据，计算设计参数
统即可，非常方便。”何炜说。
……“你们这群高才生顶着大太阳弄的啥哦，我
虽然智能温控并不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周孟
是一点儿都看不懂，就感觉很高级呢。”旁边的
夏指出，从溪洛渡大坝到白鹤滩大坝，这实现了
工人师傅不断打趣道。
从自动温控到智能温控的转变，是智能化发展的
殊不知，工人口中的“高级货”，正是白鹤
一大步，也是近年来水电行业加快在 5G、大数
滩智能建造的“关键一环”——大坝施工进度仿
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布局的可贵成果。
真系统。
从三峡工程开始，到后来的溪洛渡水电站，
施工仿真技术在减少安全隐患、实现精准管控等
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为 300 米级
特高拱坝，白鹤滩工程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以
往的仿真技术已无法满足新的需求。面对工程建
设管控的全新挑战，中国电建成都院数字工程团
在白鹤滩水电站 6 项位列世界第一的技术
队勇挑重担，努力搜寻“解题”新思路。
指标中，百万机组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世界
为了使超大体量混凝土浇筑进度仿真能够
上首批 10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不仅实现了
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场实际情况，身为技术负责
单机容量的巨大飞跃，其背后的国产化技术
人的王飞一头扎进工地现场。无论是方案设
标签还撑起了“中国创造”的底气。
计，还是收集一线需求，他都是亲力亲为；无
实际上，生产制造 100 万千瓦机组，绝非一
数个深夜里，他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仿真测
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论证、自我革新与不断实
试 。“ 研 发 出 能 代 表 当 今 最 先 进 技 术 的 仿 真 系
践的过程。

大坝“耳聪目明”

勇攀“水电珠峰”

1996 年，因三峡电站左岸建设需要，中国通
过国际招标的形式首次引进了 14 台 70 万千瓦水
轮发电机组，中国企业东方电机和哈尔滨电机分
别与中标公司合作完成了机组的设计制造。虽然
国内企业承担了不少的供货任务，但由于精加工
能力有欠缺，更多的还是在给外国企业“打
工”。“5000 元一吨的高强钢，人家卖我们 7000
元，也只能咬着牙买下来。”何炜回忆称。
技术落后，就要受制于人。为了破解发展困
局，中国水电开始了一条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赶超
之路。
东方电机白鹤滩项目现场总代表王笑君表
示，企业通过参与三峡水电站 70 万千瓦水轮发电
机组研制，短短几年间就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技术
30 多年的差距；之后参与溪洛渡水电站 77 万千瓦
发电机组研制，生产技术也取得质的提高。如
今，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瓦发电机组顺利投运，
意味着中国已经带领世界水电装备制造进入“无
人区”
，并向着“水电珠峰”发起冲击。
然 而 ， 攀 登 “ 水 电 珠 峰 ”， 怎 会 是 一 片 坦
途？“国之重器”的核心技术，实则是海量的设
计图纸、试验结果与计算报告共同积累而成的。
“在白鹤滩之前，国内已建机组的最大单机
容量是 85 万千瓦，制造 100 万千瓦机组，研制难
度并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成倍的差距。”工
程建设部工程师陈浩说，机身上每一个孔的布
置、每一个叶片的角度都大有讲究，任何一个看
似寻常的部件背后都蕴含着惊人的计算量。
转子是水轮发电机组发电机部分的“心
脏”，也是机组中制造难题最多的部件，直接影
响机组运行效率与稳定性。“转子高 4.1 米，组装
完能有 1955 吨，转动起来需要承受相当于 30 万
辆小轿车同时加速产生的力。”陈浩说道，“我们
的额定转速是 111 转，但在极限试验中，即使达
到额定转速的 151%，转子也可保证完好无损。”
在降低损耗、控制污染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
机组轴承性能、冷却效果，也是巨型机组制造的难
题之一。对此，白鹤滩专门采用了低损耗轴承技
术，降低推力总损耗 25%以上，全部满足高可靠
性、高效、清洁环保等各项要求。
研发难，安装制造也并非易事。以转轮焊接
为例，所需的马氏体不锈钢材料需预加热，工人
因此要穿着厚重的防烫服，趴在异常狭小的空间
里进行操作。“普通人站在旁边可能就受不了，
而我们的工人师傅在里面作业，手能像机械臂一
样稳，保证整条焊缝没有任何缺陷。”陈浩说。
创新精神与大国工匠精神的紧密结合，造就
了史无前例的精品百万机组。高度超过 50 米的
发电机组，一台的重量约等于一艘驱逐舰，但转
动起来的整体摆幅却不超过一根头发丝，即便在
机组的机架盖板上立硬币也不会倒。
“白鹤滩百万千瓦国产化机组的应用，将进一
步稳固中国水电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推动中国
水电更好更快‘走出去’，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
供更加稳固的支撑。
”何炜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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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冠狀病毒疫苗的知識
隨著數百萬美國人接種疫苗 問題仍在繼續
作者：Rachel Nania 和 Dena Bunis，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第三針適用於免疫系統較弱的人. 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 (CDC) 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 (Rochelle Walensky) 週五接受了機構顧問小組的建
議，即免疫系統中度或嚴重受損的人可以接種
第三劑輝瑞 BioNTech 或 Moderna coronarvus
疫苗。 Walensky 的批准是在美國食品和藥物
管理局 (FDA) 擴大這兩種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的 第 二 天 。 CDC 的 免 疫 實 踐 諮 詢 委 員 會
(ACIP) 一致向 Walensky 提出了建議，他表示
沒有足夠的數據來評估是否有必要為這個有限
的人群額外注射一次強生疫苗。這一變化影響
了不到 3% 的美國成年人，他們的免疫系統因
實體器官移植等情況而減弱，晚期或未經治療
的 HIV 或其他對免疫系統有嚴重影響的疾病。
第三次批准適用的條件列表張貼在該機構的網
站. 瓦倫斯基表示，新出現的數據表明，某些接
受過器官移植的人和某些癌症患者可能沒有對
兩劑疫苗產生足夠的免疫反應。額外的劑量可
能有助於保護一些人，瓦倫斯基在本週的白宮
簡報會上說，“隨著 Delta 變體的傳播，這一
點尤其重要。” 拜登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安東
尼·福奇在簡報會上說，除了免疫系統受損的人
之外，“我們不認為其他人——老年人或非老
年人——沒有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此時需要疫苗
（加強劑）。” 與此同時，總統的 COVID-19
響應協調員傑夫·齊恩斯 (Jeff Zients) 表示，如
果建議注射加強針，“我們有供應，人們
將能夠以快速有效的方式獲得加強針。”
導致嚴重疾病的突破性感染很少見。數據
顯示，儘管接種疫苗的人可以將病毒傳播給他
人，但導致嚴重疾病和死亡的突破性感染仍然
很少見。截至 7 月 26 日，美國已有超過 1.63
億人完全接種了 COVID-19 疫苗；CDC 報告說
，有 6,587 人因 COVID-19 疫苗突破性感染而
住院或死亡——大約 0.004%。然而，這些嚴重
的突破性感染中約有 75% 發生在 65 歲及以上
的成年人身上。
新數據顯示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可以傳播
COVID。根據 CDC 發布的新數據，COVID-19
delta 變體在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中傳
播的風險很高. 馬薩諸塞州公共衛生部和 CDC
進行的一項新研究發現，在一個縣——巴恩斯
特布爾——7 月 3 日至 7 月 17 日期間發現了
469 例 COVID-19 病例，其中 74% 的病例發

生在已完全接種疫苗的人身上。接種疫苗者的
大多數病例導致輕度疾病；沒有死亡報告。測
試還表明 delta 變體存在於 133 名患者的 90%
的樣本中。該研究的作者說：“這項調查的結
果表明，即使是沒有大量或大量 COVID-19 傳
播的司法管轄區，也可能會考慮擴大預防策略
，包括在室內公共場所進行掩蔽，無論疫苗接
種情況如何。” CDC 主任 Walensky 表示，該
研究的發現“令人擔憂，並且是導致 CDC 更新
口罩建議的關鍵發現。” CDC 本週更新了其口
罩指南，建議居住或訪問 COVID-19 病例激增
地區的接種疫苗的個人在室內公共場所戴口罩
。還建議學校的教師、學生、教職員工和訪客
戴口罩，無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
隨著 COVID 病例的增加，為聯邦僱員宣布
了疫苗規則。喬拜登總統於 7 月 29 日宣布，聯
邦僱員和現場承包商必須證明他們的疫苗接種
情況。未接種疫苗的工人將被要求戴口罩，與
他人保持身體距離，並遵守每週或每週兩次的
測試。聯邦政府僱用了超過 400 萬美國人。總
統還推出了新的激勵措施，以幫助鼓勵更多的
美國人接種疫苗，包括向讓員工休假讓家人接
種疫苗的中小企業報銷。他呼籲各州、領地和
地方政府向任何使用美國救援計劃資金接種疫
苗的人提供 100 美元。 “如果激勵措施可以幫
助我們戰勝這種病毒，我相信我們應該使用它
們。如果我們能讓更多人接種疫苗，我們都會
受益，”拜登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到目前為止
，近 1.64 億美國人已完全接種疫苗，佔人口的
不到 50%。
與 COVID-19 相關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再
次發生。由於 COVID-19 大流行，聯邦政府已
更新了國家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首次宣布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延長期
將再延長 90 天。該聲明意味著美國人仍然可以
根據 FDA 的緊急使用授權（EUA）獲得美國現
有的三種冠狀病毒疫苗——輝瑞 BioNTech、
Moderna 和強生公司。公共衛生緊急狀態還提
供了政府認為應對大流行所必需的其他聯邦資
源和靈活性，包括醫療保險計劃將涵蓋的遠程
醫療服務的廣泛擴展。
強生疫苗警告中增加了吉蘭-巴雷綜合徵
。 FDA 已將格林-巴利綜合徵添加為接受強生
COVID-19 疫苗的罕見但可能的副作用。美國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表示，在向美 都 獲 得 了 FDA 的 緊 急 使 用 授 權 （EUA） 。
國人接種的 1280 萬種強生疫苗 EUA 是某種意義上的綠燈。這與官方批准不同
中，已有 100 份關於該綜合徵的 。
報告。 Guillain-Barré 是一種神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例如冠狀病毒大流
經系統疾病，其中免疫系統攻擊並損害神經細 行）期間，當沒有其他已獲批准或可用的替代
胞。它會導致肌肉無力，有時會導致癱瘓，並 品時，FDA 可以及時授權以前未經批准的醫療
且可能非常嚴重。在大多數情況下，該綜合徵 產品診斷、治療或預防相關疾病。 EUA 流程比
發生在某人接種強生疫苗後 42 天內。症狀包括 標準的 FDA 批准更快，後者可能需要 6 到 10
虛弱或刺痛感，尤其是四肢、行走困難、面部 個月。然而，授權仍需要證明安全性和有效性
運動問題、複視以及膀胱控製或腸道功能困難 的數據，FDA 和專家諮詢委員會使用這些數據
。 FDA 尚未修改強生疫苗的 EUA，並表示出現 來權衡相關產品的風險和收益。
這種綜合徵的可能性“非常低”。
全面批准疫苗
可能有助於猶豫。
根據凱撒家庭基金
會 (KFF) COVID-19 的數據，如
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果其中一種疫苗獲
得 FDA 的 完 全 批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針對亞裔的暴力犯罪案件越來
准，幾乎三分之一
越多。許多亞裔老人、女性走在美國街頭莫名遭到騷擾辱
（32% ） 未 接 種
罵甚至是毆打。全美過去一年針對亞裔的仇恨和襲擊事件
COVID-19 疫苗的
增加了百分 74。这些仇恨和襲擊事件，導致許多亞裔生活
人更有可能接種疫
在焦慮和恐懼中，在人身安全被威脅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
苗 疫苗監測器。
保護自己? 如何避免成為仇恨者的目標? 犯罪者是否獲得
另 有 21% 的 受 訪
Yan Zhang, PH.D.
應有的懲罰?
張焰博士
者表示，如果雇主
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參加! 聼聼犯罪學和刑事司法專家張焰
給他們帶薪休假接
博士的建議。
種疫苗，並支付他
們可能需要從疫苗
主講人: 張焰博士(Yan Zhang, Ph.D. ). 薩姆休斯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事司法
的任何副作用中恢
和犯罪學教授， 專長於犯罪學和刑事司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設計以及統
計方法。發表的論文涉及量刑政策，犯罪學理論檢驗，犯罪分佈模式，以
復過來的時間，他
及警務等多個領域。是美國司法部 PSN (Project Safe Neighborhood 安全鄰
們將更有可能接種
里) 項目，和司法協助局 (BJA) SPI (Strategies for Policing Innovation 警
疫苗。
務創新策略) 項目在休士頓地區項目評估的 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
世界各地的研
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警務研究，犯罪模式及相關因素，以及犯罪治理
究人員一直在以創
項目評估。
紀錄的速度開發疫
苗 來 對 抗 COV時間: 2021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0-12 點
ID-19。 大 流 行 開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始後不到一年，這
https://us06web.zoom.us/j/83212014668
一目標就變成了現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32 1201 4668
實。三種疫苗——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一種來自 Moderna， 另 一 種 來 自
主辦單位: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
Pfizer-BioNTech
光鹽社 、休士頓華裔護理協會 、慈濟德州分會。
，第三種來自強生
——現在正在美國
分發
所有三種疫苗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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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友社
德州文友社」」 上周六下午舉行 「雲端講座
雲端講座」」
龔則醞主講：
龔則醞主講
： 「心水清美溫潤如玉 — 張秀亞文學
張秀亞文學」」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圖為主講人作家龔則醞。
圖為主講人作家龔則醞
。

圖為張秀亞女士作品集。
圖為張秀亞女士作品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