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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路透社報導，美國國
家颶風中心（NHC）表示，經過一夜
艾達（Ida）強度增強，美東時間上午
11時55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佛瓊港
（Port Fourchon）附近登陸，艾達強
風波及的範圍，從颶風眼向外延伸50
英里（約80公里），並且以每小時13
英里（每小時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
推進，迫使紐奧良暫停緊急醫療服務
。

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愛德華茲
（John Bel Edwards）表示，艾達可
說是1850年代以來，路易斯安那州遭
遇的最嚴重颶風直接侵襲，根據
PowerOutage網站，超過12萬 2000
戶的家庭與商用供電中斷，大部分集
中在路州的東南部。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表示，艾達原
本是加勒比海海面上形成的熱帶風暴
，僅 3 天後，依沙費爾-辛浦森制
（Saffir-Simpson scale，颶風強度）
的5個等級，即發展成為強度第4級的
颶風，伴隨著風速將近每小時140英
里（225公里）的不間斷強風。

不僅強風肆虐，根據上傳至社群
網站的畫面，海面已出現原先預報因
颶風掀起的大浪，部分海岸地區的浪
高超過6英尺（約183公分），聯絡
路易斯安那州與密西西比海灣（Mis-
sissippi Gulf Coast）的 90 號公路已
成為路面積水的河流。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另警告，強風
可能導致災情，以及部分地區的降雨
將達到610毫米。

颶風艾達登陸路易斯安那州颶風艾達登陸路易斯安那州 強降雨公路成河流強降雨公路成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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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ricane Ida made landfall on the Gulf Coast
Sunday at 12:55 p.m. a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Category 4 hurricane with top
winds of 150 miles per hour. This is the date
of the 16th anniversary of the historically

devastating Hurricane
Katrina.

Ida was downgraded to a
Category 3 storm on
Sunday at 7:00 p.m. It was
close, but the storm
missed New Orleans by
about 25 miles west by
southwest of the area.
More than 700,000
customers were without
power as Ida continued to
pound the coastal state.

After Ida hit the New
Orleans area Sunday
causing massive
disruption to U.S. oil

production, more than 95% of the oil
production facilities have been shut down. I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ation’s
energy supply. It could also impact fuel from
the Gulf Coast to the East Coast market.

President Biden has spoken to the governors
of the stat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region and
he said at a briefing with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that, “We’re providing food, water,
generators and other supplies to the area.
FEMA already has deployed 500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nel to both Texas and
Louisiana.”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unfolding of
Afghanistan and the ongoing COVID-19
crisis. Hurricane Ida could be another big
domestic problem for President Biden.

We still remember sixteen years ago when
Hurricane Katrina hit New Orlean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came to Houston to
seek shelter.

We all hope this will not happen again.

0808//3030//20212021

Ida Made Landfall On TheIda Made Landfall On The 1616thth
Anniversary Of Hurricane KatrinaAnniversary Of Hurricane Katrina

依達颶風週日下午挾著強大風力推進墨西
哥灣，撲向新纽奧良及密西西比河沿岸，這個
風速一百五十英里定為四級風力的颶風，正值
十六年前發生的卡翠娜颶風同一時期，當時有
一千八百人喪生，當時曾掀起二十四呎之大浪
，而依達颶風只有當年的一半，事實上暴風圈
範圍也只有一半。
依達颶風目前已經造成墨西哥灣石油生產

之巨大損失，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已經關閉，该
水域內的六大石油公司表示，依達颶風侵襲之
範圍正是海上石油最重要的產油地帶，由於颶
風之影響勢必導致油價之上揚。
目前在新紐奧良及大部分地區已經變得漆

黑一片，氣象專家們十分担心的是海水倒灌，

造成人员及房屋之重大傷亡，有關單
位已經發佈可能有龍捲風來襲，真正
災情之評估正在進行之中。
拜登總統已經下令動員聯邦救災

單位，全面戒備，來應對可能之災難
。
當年卡翠娜颶風之慘狀，我們都

還記憶猶新，數十萬人潮奔向休斯敦
求救，我們真不希望悲劇重演。
對拜登政府而言，真是禍不單行

，阿富汗機场喪生的十三名美國子弟
剛送回國，這場颶風又接踵而至，如
何处理海內外之危機，真是要考驗總
統的智慧和能力了。

颶風再次襲擊墨西哥灣颶風再次襲擊墨西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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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英雄回家英雄回家------
為獻出生命的美國戰士哀傷敬禮為獻出生命的美國戰士哀傷敬禮】】

【綜合報道】韓國單日新增病例連續55
天保持四位數政府公佈抗疫補助計劃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天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1487例，累計確診250051例。單
日新增病例連續55天保持四位數，疫情形勢
隨時可能進一步惡化。

當日，韓國政府公佈新一輪抗疫補助發
放計劃，將面向約88%國民每人發放25萬韓
元(約合人民幣1388.65元)抗疫補助，相關工
作將於下月6日正式啟動。劃分領取對象的
收入標準以今年6月每戶醫保費的個人繳納
額為準計算，每戶領取的補助沒有上限。另
外，若外國人被登記為本國人的共同居住人
，且加入醫療保險，也可領取補助。

鑑於韓國新冠疫情第四波大流行仍未出
現明顯的減弱勢頭，韓政府目前將防疫重心
放在加快疫苗接種速度上。據韓國新冠疫苗
預防接種推進團30日公佈的數據，韓國共有
28641079人接種首劑新冠疫苗，佔總人口
的 55.8% 。完成兩劑疫苗接種者累計
14619071人，佔總人口的28.5%。

韓國總統文在寅當天表示，目前韓國疫
苗接種速度加快，七成國民中秋節前完成首
劑接種和10月底前完成第二劑接種的目標有
望實現。此外，根據專家和防疫部門決定，
韓國將盡快開始第三針接種，接種範圍從高
齡人員依次擴至防疫醫務人員等高危人群。

韓國單日新增病例連續韓國單日新增病例連續5555天保持四位數天保持四位數
政府公佈抗疫補助計劃政府公佈抗疫補助計劃

十三位英勇的美國軍人因為在喀布爾機場執
行撤離阿富汗任務而遭到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組織分支呼羅珊伊斯蘭國（ISIS-K）恐怖襲擊身
亡, 當他們的遺體安置在金屬棺木被覆蓋著國旗
運送回美國時,拜登總統與第一夫人親臨德拉瓦州
多佛空軍基地（Dover Air Force base）迎接這些
殉職的美國子弟兵, 現場嚴莊肅穆,格外令人哀傷,
可以想見這些陣亡戰士們的家屬是何其悲戚, 全
美國人都應該向他們表達哀悼與敬意。

在這13位殉職戰士中, 包括了一位海軍陸戰
隊的女戰士, 陣亡前她還在自己的社群媒體Ins-
tagram 上發布了一張在喀布爾機場手裡抱著嬰兒
的照片,她寫著：“我熱愛我的工作。” 沒想到
幾天後她竟然客死異鄉沙場, 現在看到那張她凝
望著阿富汗嬰兒的溫馨遺照, 真是令人心碎, 當然
其他殉難的 12位戰士也必然有12個不同悲傷的
故事,戰爭是何其殘酷的一件事啊!

這一場長達20年的戰爭因為恐怖份子襲擊
美國而引發戰火, 儘管美國揭著殲滅恐怖份子的

旗幟從事義戰,歷經了四位美國總統, 美國子弟兵
前仆後繼, 犧牲無數,由於折損了太多的美國戰力,
在民意不支持下而告終, 但是令人悲哀痛心的是,
開啟戰爭既要流血犧牲, 而結束戰爭竟然也要付
出生命的代價, 這一場反恐的戰爭, 擺在眼前的事
實就是: 以恐怖開始, 歷經了恐怖的20年,再以恐
怖結束,美國再也承擔不起恐怖的責任, 如果再次
針對呼羅珊伊斯蘭國進行反恐戰爭, 必將陷入另
一場新的恐怖戰疫, 這對美國而言恐怕是下下之
策, 聰明務實的作法應該是, 在消滅完這次籌劃和
謀殺美軍的罪魁禍首以告慰十三位英靈後, 立即
收手, 就讓塔利班自己去解決他們與伊斯蘭國之
間的恩怨情仇。

從這一次喀布爾機場襲擊事件的發生，清楚
說明了在美軍全數撤離後，阿富汗必定成為各方
恐怖勢力的溫床而成為永無止境的戰爭之地, 那
根本不是美國能夠掌控的局面, 為了美國整體利
益的考量,,美國還是明哲保身,採行保守與孤立主
義的政策, 別再過問阿富汗問題了！

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編列造艦預算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編列造艦預算
(綜合報道）日本《朝日新聞》近日報導

稱，日本陸上自衛隊向防衛省提交的下一年
度預算中列入了艦艇建造相關費用。這是除
海上自衛隊之外，其他軍種首次編列造艦預
算，受到各方廣泛關注。

據報導，此次陸上自衛隊編列的預算，
主要用於採購可運送車輛和坦克等裝備的運
輸艦，包括1艘中型艦艇和若干艘小型艦艇
，試圖增強陸上自衛隊運輸能力，在遠離本
土的西南諸島實現機動投送。

此前，日本防衛省宣布將於2024年前組
建一支“海上運輸部隊”，供日本陸上自衛
隊和部分擁有專業知識的海上自衛隊人員使
用。該部隊初期計劃配備4艘運輸艦，包括1
艘2000噸級中型運輸艦和3艘百噸級小型運
輸艦。從此次公開的造艦預算看，該運輸部
隊計劃配備的4艘艦艇，幾乎都體現在陸上
自衛隊預算中。據此可以猜測，這支“海上
運輸部隊”將由陸上自衛隊主導組建。

目前，陸上自衛隊已成為日本西南方向
主要軍事力量。除部署於沖繩那霸的所謂
“離島守備部隊”第15旅團外，自2014年起
，陸上自衛隊陸續在奄美大島、宮古島、石
垣島、與那國島等地常態部署警備部隊、導
彈部隊或沿岸監視部隊。值得注意的是，負
責離島登陸和奪島作戰的“水陸機動團”，
也由“陸上總隊”直接指揮管理。
編織梯次運輸投送網

在現有海上自衛隊大隅級兩棲運輸艦和
航空自衛隊大型運輸機之外，陸上自衛隊另
建一支由中小型艦船組成的運輸部隊，主要
有3個方面的目的。

一是構建符合作戰地域特徵的投送力量。當
前，日本自衛隊主要作戰模式仍是島嶼作戰
，其戰略重點集中在西南方向。雖然海上自
衛隊擁有3艘大隅級兩棲運輸艦，航空自衛
隊擁有C-1、C-130等大型運輸機，可執行
大規模遠程運輸任務，但日方認為，西南方
向絕大部分離島缺乏供大型運輸艦停靠的深
水港灣和相關設施，也沒有供大型運輸機起
降的合適機場，運輸和補給存在問題。而中
小型運輸艦船不僅可解決上述問題，還可與
海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運輸力量進行梯次
搭配。

二是契合陸上自衛隊離島作戰模式。日
本陸上自衛隊在島嶼防衛和奪島作戰中，強
調所謂“機動化、輕量化、高效能”原則，
認為所屬部隊應在第一時間對偏遠地區的島
嶼爭端進行快速反應和有效處置。比如，在
部分島嶼常態駐守的警備部隊，可實現近距
離快速投送。日方聲稱，借助中小型運輸艦
船，相關人員可在島嶼間快速機動，以便在
第一時間支援“有事”島嶼。

三是構建常態中轉補給網絡。據悉，未
來日本陸上自衛隊將在西南方向選擇一些固
定島嶼，將其打造為保障中轉港，作為作戰
資源的常態儲備站。大型艦船將彈藥、油料
補給運送至保障中轉港後，中小型運輸艦負
責下一級運輸，構建兩級運輸保障網，為西
南方向訓練、作戰提供保障。

總之，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編列造艦預
算，表明其正在不斷加強西南方向軍力建設
，未來可能還有進一步動作，值得重點關注
。

新冠感染激增
日本擬向8道縣追加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多名日本政府

和執政黨相關人士透露說，鑒於全國新冠感染人數

驟增，日本政府24日就北海道、宮城、岐阜、愛

知、三重、滋賀、岡山、廣島8個道縣，追加為緊

急事態宣言對象地區展開協調。

與此同時，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的對象將新增

高知、佐賀、長崎、宮崎4個縣。期限均為本月27

日至9月12日。其中，對宮城、高知、長崎各縣將

分別確認意向後做出最終決定。

據報道，日本首相菅義偉24日與經濟再生擔當

相西村康稔、厚生勞動相田村憲久等相關閣僚，就

宣言和重點措施對象地區的擴大舉行了磋商。他在

結束後向記者說明，將在25日由專家組成的基本應

對方針小組會會議上，就政府方針詢問意見。

菅義偉表示：“病床和臨時醫療設施的確保、

居家療養者保持聯絡的體製等極為重要。將繼續全

力以赴。”

目前，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共有包括東京在內

的13個都府縣，適用重點措施的有北海道等16個

道縣。期限均到9月12日為止，此次擴大的對象地

區也將與此保持一致。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根據各地方政府

等公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4日18時，日本全

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1570例。

日本厚生勞動省24日還稱，在全國已確診的新

冠病例中，包括需使用人工呼吸機或在重癥監護室

接受治療的患者在內，在治重癥病例達1935例。與

前一天相比，24日的在治重癥病例增加37例，已

連續12天創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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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軍方表

示，2021年下半年的韓美聯

合指揮所演習第一階段(防

禦)和第二階段(反擊)按計劃

進行，並將於當天下午結束

。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所需

的完全運用能力(FOC)驗證

工作被推遲至2022年。

據報道，考慮到疫情形

勢，參演人員僅限必要人員

，規模較上半年訓練大幅縮

小。據悉，參演人員僅為上

半年的30%。

韓軍曾計劃在此次演習

期間，驗證未來聯合司令部

的完全運用能力(FOC)，但

未能成行，演習僅包括了韓

軍四星大將指揮未來聯合司

令部主導作戰的部分預演。

韓美曾商定，由韓軍大

將擔任指揮官、美軍大將擔

任副指揮官的未來聯合司令部，通過聯

演驗證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所需的完全

運用能力。由於驗證工作未能成行，韓

軍和政府年內敲定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

時間的計劃隨之成為泡影，驗證演習被

推遲至2022年。

報道稱，此次演習作為防禦性質的例行

指揮所演習，以電腦模擬方式為主進行。

日本2020年度糧食自給率降至37%
與歷史最低持平

綜合報導 日本農林水產省25

日公布，日本2020年度糧食自給率

(以熱量為基準)跌落至37%。這一

數字與1993年度和2018年度持平

，同為歷史最低。

報道稱，由於能自給的大米需

求減少，以及原本就依賴進口的小

麥生產量下降，影響了糧食自給率

。同時，新冠疫情下外出就餐需求

減少，居家吃飯增加等也對數據產

生了多方面影響。

1993 年度中，日本遭遇創紀

錄的大米歉收；2018年度，在糧

食自給率長期持續下降的情況下

，又遭遇氣候不順，導致小麥等

的生產量減少，兩年度糧食自給

率均為37%。

另一方面，以生產額為基準的

糧食自給率上升至67%(2019年度為

66%)。

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單價較

高的豬肉和雞肉，以及蔬菜和水果

的生產額增加，另一方面是魚貝類

等進口額減少，導致該數據時隔4

年再次上升。

除此之外，日本農水省負責人

介紹稱，“由於限製外出，導致飲

料和特產需求低迷。”作為原料的

砂糖類和植物油脂的進口額減少，

也是以生產額為基準的糧食自給率

上升的主要原因。

據悉，糧食自給率是指當年

糧食產量占當年糧食消費量的比

重，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糧食安

全水平。日本政府設立整體糧食

自給率目標，2030年度以熱量為

基準升至 45%，以生產額為基準

達到75%。

印軍開始淘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設計的手榴彈
印防長獲贈特殊紀念品

綜合報導 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 辛

格本周二獲贈一顆“手榴彈”，以紀念印

度私營企業在本土生產的第一批10萬枚現

代手榴彈交付印度軍隊。至此，印軍一直

沿用至今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設計的老式

手榴彈，開始被正式取代。

據印報道，在國防部長拉傑納特· 辛格

見證下，印度私營軍火公司，“經濟炸藥

公司”（EEL，Economic Explosives Ltd）

周二將本土製造的第一批10萬枚現代手榴

彈交付給印度陸軍。

據印度國防部在一份聲明說，這是印

度私營企業第一次生產彈藥。第一批10萬

枚多模手榴彈（MMHG）已經通過了用戶

的指令測試。國防部長辛格在現場獲得了

一個該新型手榴彈的復製品。

該聲明稱，“經濟炸藥公司”在2020

年 10月和印度國防部簽訂合同，將向印

度陸軍、空軍供應100萬枚現代手榴彈。

報道稱，MMHG手榴彈采用獨特設

計，可在防禦（碎片殺傷）和進攻（眩

暈）模式下靈活使用。它由印度國防研

究與發展組織下屬機構設計

，2016 年“經濟炸藥公司”

獲 得 其 技 術 。 印 度 軍 方

2017-18 年從夏季到冬季，在

平原、沙漠和高海拔地區進

行了廣泛試驗。

印度國防部稱，相比印

度軍方 95%的可靠性質量要

求，“經濟炸藥公司”製

造 的 手 榴 彈 可 靠 性 達 到

99.8%。

印度“經濟炸藥公司”稱

，該公司在2021年3月獲得批

量生產許可，從那時開始，這

些手榴彈的交貨時間將持續兩年。“這些

新手榴彈將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戰設計的老

式36號手榴彈，該手榴彈在印度軍隊中一

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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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單日新增新冠確診創新高
政府公布防疫新政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

4608例新冠確診病例，創下希臘自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紀錄，累

計確診達566812例；新增死亡32例，累計死亡達13466例。

當天，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公布了政府下一階段的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私立和公立部門的工作人員，若未接種疫苗，需要每周自費

進行快速病毒測試。未接種疫苗的學生(除大學生)每周進行兩次免費自

我病毒測試等。

防疫措施還包括，未接種疫苗者在乘搭飛機、輪船、長途大巴旅行

時，需要持有出發前48小時內的快速測試陰性報告。兒童可以進行自我

病毒測試。

只有已接種疫苗者才能在公共病毒測試點接受免費新冠篩查，未接

種疫苗者必須在私營機構自費檢測。僅允許已接種疫苗者和新冠康復者

進入室內餐廳、酒吧、體育場以及其它娛樂場所。

此外，已接種疫苗者可自由進入劇院、電影院、博物館和考古遺址

的室內空間，未接種疫苗者需要持有48小時內的快速病毒測試陰性證明

才可入內。在所有戶外聚會區域都應該有使用口罩的標誌，民眾必須按

照要求佩戴口罩。

以上措施將從9月13日起生效，並一直持續到2022年3月31日。

根據德國政府的防疫要求，從8月24日起，希臘的克裏特、科斯、

米克諾斯、納克索斯和羅德五個島嶼被列入“疫情高風險地區”。這意

味著從這幾個地區前往德國的旅客必須在入境後自我隔離10天，除非他

們已完全接種疫苗或已經從新冠病毒中康復。

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3.1萬例
累計確診超2067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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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4例，累計確診20676561例；新增死亡病例920例，累計死亡

577565例；累計治愈19609503例。

美國輝瑞製藥有限公司(Pfizer)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26日

宣布，已與巴西製藥公司Eurofarma簽署合作意向書，2022年起或將由Eu-

rofarma在巴西生產輝瑞及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研發的新冠疫苗，預計

年產量超過1億劑，專門用於在拉丁美洲地區分發和銷售。據悉，這將成為

巴西本地生產的第三種新冠疫苗，前兩種分別是由巴西布坦坦研究所(Insti-

tuto Butantan)生產的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以及由巴西

奧斯瓦爾多· 克魯茲基金會(Fiocruz)生產的阿斯利康/牛津疫苗。

裏約熱內盧市政府發布公告稱，由於德爾塔(Delta)變異病毒導致新

冠疫情反彈，該市決定無限期推遲原定的開放社會活動的計劃。此前，

裏約市政府決定將於今年9月2日起全面開放戶外場所活動，音樂廳、

宴會廳、酒吧等封閉場所將允許座位數50%以下的人員進入。此外，還

將於2021年12月31日舉行裏約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跨年慶祝活動。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26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27億人接種了第一

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60.02%；有5864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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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人口的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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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航班已經恢復：
多國已撤完，英國數小時內結束

綜合報導 在連續兩場爆炸發生後，

8月27日，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航班緊急

恢復，各國加速撤離。英國計劃在數小

時內完成撤離。法國的撤離行動“很快

就會結束”，但可能晚於27日晚。美國

31日前完成撤離計劃未變。德國、西班

牙、荷蘭、比利時、丹麥、匈牙利、波

蘭、土耳其等國已宣布結束撤離。

德國國防部在推特上發布消息稱：

“聯邦國防軍最後一架А400М飛機已經

離開阿富汗空域。從阿富汗撤出人員的

軍事行動已經結束。”消息稱，任務的

重點是保護德國軍人，所有人已經順利

出發回國。

據報道，德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在

德國軍方結束從喀布爾撤離的航班一天後

，約有300名德國公民仍在阿富汗。

西班牙《國家報》援引消息人士的

話報道稱，西班牙政府已完成從阿富汗

撤離行動，最後兩架空軍飛機27日上午

從喀布爾抵達迪拜。

消息指出，共81名滯留喀布爾的西

班牙公民搭乘這兩架飛機返回，其中包

括軍人、警察和大使館工作人員。

26日，荷蘭政府在致議會的一封信

中稱：“荷蘭今天收到美國的通知，不

得不今天撤離，並很可能在今天稍後飛

最後一趟航班，”“這是一個痛苦的時

刻，因為這意味著盡管過去付出了巨大

努力，但有資格撤離到荷蘭的人卻將被

留下。”

同日，比利時首相德克羅表示，在

接獲美國消息指喀布爾機場附近隨時可

能發生自殺式襲擊後，該國結束了撤離

行動。

同日，丹麥宣布完成從喀布爾營救

使館人員及其家屬的工作。

匈牙利、波蘭、土耳其等國在25日

或26日結束撤離行動。

據報道，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萊士表

示，英國從阿富汗的撤離將在數小時內

結束，英國面向阿富汗人的手續處理處

理中心已經關閉。

他指出，英國政府 8 月 14 日以來

已從阿富汗撤離約 1.37 萬人，每天約

1000 人。其中包括約 8000 名與英國

人合作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大約

4000 名英國人和大約 1500 名其他國

家公民。

英國國防部新聞處發布消息稱，英

國軍隊只撤離那些目前已經在喀布爾機

場的人，將不再接受新的申請。

法國歐盟事務部長克萊門特· 博恩表

示，法國從阿富汗撤離人員的行動結束

時間“很快就會結束”，但可能晚於8

月27日晚。

博恩在法國“歐洲一號”廣播電臺

的節目中稱：“撤離行動很快就會結束

。當然，由於可怕的恐怖主義襲擊，行

動被中斷了。行動結束時間可能會晚於

今晚。但需要保持非常小心。”

法國政府此前宣稱撤離行動於8月

27日結束。

法國總統馬克龍此前曾表示，自8

月中旬以來，該國已從阿富汗撤出約

2600人，其中超過2000人為阿富汗人。

他指出，法國正努力再撤出數百人，但

不能保證做到。大使館工作人員應乘坐

最後撤離的航班回國。

土耳其總統塔伊普· 埃爾多安表示，

土耳其已將其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工作人

員轉移到土耳其軍隊駐紮的喀布爾機場

地區。

據報道，塔利班要求土耳其在 31

日所有外國軍隊撤出阿富汗後幫助

運營機場。對此，兩名土耳其官員

稱，除非塔利班同意土耳其的安保

存在，否則土耳其不會幫助管理喀

布爾機場。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在記者會上

表示，拜登仍認為美軍應在8月31日前

完成撤離，沒有延長期限的計劃。

美國白宮副新聞秘書卡琳· 讓-皮

埃爾 (Karine Jean-Pierre)表示，過去 24

小時美國及其盟友從阿富汗疏散 1.25

萬人，從 8 月 14 日以來總共已疏散

10.5萬人。

九成人口生活貧困
委內瑞拉會成為拉丁美洲的阿富汗嗎

綜合報導 本月早些時候，塔利班占

領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並奪取了政權。

拜登政府以及美國情報和軍事機構對塔

利班取得的進展感到震驚，美國支持的

政府及其安全部隊的迅速垮臺完全出乎

華盛頓的意料。2021 年 7月初，海地總

統被暗殺，以及美國長期盟友哥倫比亞

長達六周的抗議活動，也讓拜登政府措

手不及。這些事件凸顯出，盡管拜登在

競選時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國際關系專家

，但他對許多威脅地區穩定、迫切需要

華盛頓關註的緊迫地緣政治危機缺乏真

正的理解。委內瑞拉的困境就是一個例

子，這個國家曾是拉丁美洲最富有、最

穩定的民主國家。

委內瑞拉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

口國之一，但現在正處於崩潰的邊緣。美

國嚴厲的製裁、疲軟的油價及其經濟支柱

——石油業的幾近崩潰，在委內瑞拉引發

了不可逆轉的經濟危機，給委內瑞拉人民

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據估計，該國有超過

90%的人生活在貧困中，超過500萬人逃離

了他們的國家，大多數人定居在鄰國哥倫

比亞，造成了新的人道主義災難。經濟和

政治難民大量湧入哥倫比亞，加劇了該地

區現有的社會動蕩。

委內瑞拉的經濟危機使該國幾乎破產

，無力為基本公共產品提供資金，包括無

法供養國家安全部隊。現在，非國家武裝

組織正在填補這一空白。哥倫比亞的馬克

思主義民族解放軍（Colombia’s Marxist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估

計有1500名戰士，已經在委內

瑞拉站穩了腳跟。這個遊擊隊

組織現在在亞馬遜州、阿普裏

亞州、玻利瓦爾州、塔奇拉州

和蘇利亞州活動，控製著利潤

豐厚的走私路線、從事非法采

金和敲詐勒索。在很多國家安

全部隊沒有存在的地方，該遊

擊隊組織已經建立了類似政權

的機構，並提供基本的公共產

品。馬克思主義民族解放軍在

委內瑞拉的蓬勃發展，可以歸咎於該國政

府無力控製該組織的活動。

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持不

同政見者也是委內瑞拉的重要軍事力量，

他們在委內瑞拉的存在也在擴大。今年早

些時候，FARC第十陣線與委內瑞拉安全

部隊在靠近哥倫比亞邊境的阿普裏州發生

沖突，凸顯出FARC中持不同政見者的力

量不斷增強。

這些事件進一步表明了委內瑞拉政府

的脆弱，其已無力維護委內瑞拉國家領土

的主權。這不僅局限於偏遠地區，馬杜羅

的政權也在逐漸失去對首都加拉加斯的控

製。隨著各種武裝團夥與安全部隊爭奪控

製權，該市西部郊區實際上變成了戰場。

分析人士和學者越來越一致認為，馬杜羅

政權正在逐漸失去對委內瑞拉的控製。

如果委內瑞拉無法重建其破碎的經濟

支柱，那麽這個國家可能會崩潰。美國嚴

厲的製裁切斷了委內瑞拉進入全球資本和

能源市場的機會，這使得委內瑞拉無法通

過石油出口或從國際貸款機構融資獲得所

需的資本。這些嚴厲的措施阻礙了西方能

源巨頭對委內瑞拉的投資，他們是唯一擁

有必要資本、技術和專業知識來重建委內

瑞拉支離破碎的石油業的石油公司。由於

這些原因，委內瑞拉的經濟危機將會加深

，並增加國家崩潰的風險。

雖然失敗國家不會傳染，但它們會在

鄰國引發更大的內亂、政治動蕩和沖突。

正如阿富汗一再證明的那樣，一個失敗國

家留下的空白為恐怖主義和犯罪集團提供

了避風港，同時為極端主義政權奪取現存

政權創造了理想的環境。雖然馬杜羅政權

不太可能像阿富汗那樣被一個激進的政治

力量取代，但其政府的失敗將創造一個真

空，各種武裝非國家組織將尋求填補這個

真空，從而引發更大的地區動蕩。

英國男子公園草地上
發現巨大蟒蛇

主人躺在不遠處喝啤酒
綜合報導 英國克萊德班克22歲的傑克· 卡森（Jack Carson）正

穿過公園走向一個車站時，突然發現一條巨大的蟒蛇躺在草地上。

視頻顯示，這條蟒蛇有14英尺（約4.3米）長，躺在草地上一動不

動。卡森說：“我沒有被絆倒，那是條大蛇。”卡森表示，隨後他

註意到一名男子，應該是蛇的主人，正躺在離蟒蛇10米遠的地方享

用一罐啤酒。



（綜合報導）隨著美國撤離阿富汗的進程接近尾聲，美國
國內出現了撤離恐慌的聲音。

據《國會山報》報導，共和黨州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在接
受名為《面對國家》的訪談節目中表示，再次發生類似於 911
恐怖襲擊事件的概率在美國撤離後將會大幅提升。即使美國對
“伊斯蘭國呼 羅珊分支”（ISIS-K）成員進行無人機襲擊，但
無人機對“伊斯蘭國”存在的極端組織力量不可能造成較大的
打擊。在撤離方面，美國與其盟友更是意見不一。總而言之，
撤離無疑使得美國在反恐方面處於被動，成為另一個 911事件
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伊斯蘭國”的武裝力量不斷增加，對美國而言是巨大的
威脅。這位政治家還表示，對於美國總統喬·拜登關於美國撤
軍阿富汗的言論，他並不贊同。

格雷厄姆明確指出：美國從阿富汗的撤離將使美國步入前
所未有的“致命階段”，美國正處於遭受未知恐怖襲擊的危險
境地。其實，林賽的擔憂不無道理。自 2001年美國發動阿富
汗“反恐”戰爭，再到今年 8月份撤軍放棄“持久自由行動”
，美國在這場長達 20年的戰爭中並未得償所願。

近年來，美國反恐戰爭的效果並不明顯，反而因為戰爭的
原因，致使阿富汗局勢混亂，為恐怖主義的滋生蔓延，提供了
溫床。

當年的9.11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20年，但慘痛的記憶已經
深入到每一位美國民眾的內心。而美方在輿論引導方面，刻意
醜化甚至污名化某一地區的人民，致使在“後阿富汗戰爭”時
代，美國人民依然“談阿色變”，這也為美軍撤退引發國內民
眾輿論熱潮，埋下了“雷”，當然民眾也會自然而然地有了對
恐怖襲擊再次來襲的恐慌！

恐怖主義肆虐，“伊斯蘭國”與塔利班的對抗
當地時間 8月26日，ISIS-K在喀布爾國際機場附近策劃自

殺式炸彈襲擊事件，造成大量人 員傷亡。其實，美國早已在各
種會談與採訪中表示了對恐怖襲擊發生的擔憂。但卻沒有做好

相應的應變措施。美國將撤離的最後期限
從9月11號壓縮至8月31號，這加大了作
為撤離中轉站的喀布爾機場的運作壓力，
在短期內機場的運作能力是無法大幅提高
的，而機場及其附近地區的安全不能得到
很好的保障，安保措施與兵力布排也存在
考慮不周的情況。

最近有媒體不斷披露，拜登政府曾有
意向，向塔利班提出延遲撤離的意願，但
均遭拒絕，這無疑，向一些恐怖組織傳達
了撤離緊張的信號，而人員密集、存在安
保漏洞的地區則是發生恐怖主義惡性襲擊
事件的高發地區。

“伊斯蘭國”並不希望美國從阿富汗
抽身，甚至不希望戰爭結束。他深知如果
阿塔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就必須與恐
怖主義、極端組織劃清界限。 “伊斯蘭國”對於製造混亂局勢
尤為熱衷，對於反抗阿塔現政權可謂是不遺餘力。

而相應的，撤軍時的混亂局勢也為拜登的反對者，提供了
抨擊拜登的素材。而屢屢發生的恐怖襲擊，也再次將美國國內
民眾對於恐怖組織再次在美國境內製造恐怖襲擊的恐懼感，不
斷提升！

反恐進行時，阿塔的必要選擇
對於剛剛建國的塔利班來說，結束漫長的戰爭無疑對政權

穩固大有裨益。阿富汗戰爭對於阿富汗來說帶來了長期的政局
混亂、經濟停滯，恐怖主義滋生，極端組織盛行，人民生活困
苦 的局面。

現在的阿富汗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穩定局勢，構築安
全的國內環境，肅清以“北方聯盟”反政府武裝力量。在國外
勢力撤出阿富汗後，阿塔需要結束內戰完成統一，才能更好地
恢復發展。

但對於恐怖主義問題的解決，阿塔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反
恐戰爭也必須進行。

目前，多數國家對於阿塔的反恐意願仍持懷疑態度，畢竟
作為恐怖主義策源地之一，阿富汗存在的恐怖組織在當地大多
根深葉茂，勢力錯綜複雜。阿塔的新生政府在反恐的投入上仍
存在不足，反恐能力仍需提升。塔利班對於部分地區存在的管
理“真空”問題必須重視起來，阿塔希望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
與國際社會的承認，需要信守承諾，堅決與恐怖主義劃清界限
，減少對其他國家安全的威脅。

反恐不存在灰色地帶，也不存在一時的妥協，反恐必須不
遺餘力。反恐是阿富汗謀求和平的必然選擇，也是阿富汗重建
面臨的最大問題。國內環境穩定才能為阿富汗發展創造良好條
件，解決恐怖主義問題才能穩定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主題才能更好地實行。

（綜合報導）颶風“艾達”登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後，目前
已由4級颶風逐步減弱為熱帶風暴，繼續向密西西比州內陸推進
。但作為有史以來襲擊美國最強颶風之一，“艾達”席捲路易斯
安那州破壞該州電網，致使民用、公用領域陷入停頓。

據美聯社當地時間30日消息，“艾達”在路易斯安那州造成
嚴重破壞，該州當日幾乎全域停電。當地政府形容供電網絡受損
程度達“災難級”，已派出超過3萬名電力員工搶修，但預料需

要花費數週時間才能全面恢復供電，居民生活及企業生產也因此
大受影響。

此外，有1人被倒塌的大樹壓倒死亡，地方政府預計死亡人
數會隨著山洪和泥石流等次生災害的發生而上升。報導稱，當地
大量公共設施損毀，部分地區手機網絡停頓，甚至911緊急服務
電話都被中斷。一些地方領導人呼籲民眾留在安全地點避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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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撤離，國內產生恐慌情緒！
美高官：9.11恐怖襲擊概率直衝雲霄

澤連斯基與拜登澤連斯基與拜登99月月11日白宮會面日白宮會面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將於9月1

日在白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晤
，展示兩國之間的“團結”。不過據英國
《金融時報》報導，因為在過去幾個月裡
感受到拜登外交政策的“寒意”，所以烏
克蘭對美國的安全承諾表示懷疑。

《基輔郵報》稱，烏美總統的會談將
圍繞武器供應、美國的財政支持、能源問
題等展開。白宮發布聲明稱，烏克蘭面對
俄羅斯的持續“侵略”，美國將在烏總統
此訪中確認美國對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
的堅定支持。

不過澤連斯基的一名顧問對《金融時
報》表示，美國近期的行為讓烏克蘭對其

承諾產生懷疑。美國對其他外交方向更加
關注，比如和中國的競爭，這讓烏克蘭很
恐慌。此外，美國在不告知烏克蘭的情況
下放棄對“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的製
裁，這又向基輔發出警示信號。報導稱，
澤連斯基這次訪美迫切需要獲得美國的軍
事和經濟援助，以表明拜登政府不會像拋
棄阿富汗一樣拋棄烏克蘭。

澤連斯基的上述顧問表示，美國向烏
克蘭提供與阿富汗同等水平的軍事和財政
支持是合乎邏輯的。不過俄羅斯安全會議
秘書帕特魯舍夫此前提醒說，阿富汗曾擁
有美國北約以外重要盟友的地位，然而這
並未拯救已經被推翻的加尼政府。

（綜合報導）美國波士頓公共圖書館8月27日
的一則聲明表示，該圖書館電子系統25日遭受網絡
攻擊，導致圖書館網絡系統基本關閉，工作人員不得
不用紙筆處理日常工作。

報導稱，網絡系統的癱瘓為圖書館工作造成極大
的不便，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的發言人娜塔莎•菲
（Natasha Fee）27日表示，“現在我們所有的工作站
點都在手動處理交易。” 目前，波士頓圖書館仍然
開放，但大部分電子功能處於離線狀態。波士頓市政
府IT部門還未公佈圖書館系統何時才能重啟。

美國波士頓圖書館遭網絡攻擊美國波士頓圖書館遭網絡攻擊
工作人員被迫手動處理日常工作工作人員被迫手動處理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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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榜下架微博微博抖音抖音快手快手
微博調整2558個“超話”名稱“約談”趙麗穎王一博工作室

微博平台第一時間按照《通知》要求部署落
實，全面下線相關明星排行榜單，相關規

則調整和處置行動也通過微博社區管理員公告
進行了公示。

明星“超話”雖下線 非理性追星不斷
站方發現，明星“超話”榜單下線後，部分

粉絲進入萌寵“超話”，繼續非理性追星行為。
此類行為嚴重違反了《通知》的相關要求。此
外，還有部分賬號針對此事開始惡意“帶節
奏”，引發“互撕”等不良行為。站方始終秉持
堅決抵制誘導應援、互撕引戰等行為的原則，對
“超話”社區所有榜單分類及名稱進行了全面排
查，最終總計調整“超話”名稱2,558個。同
時，對組織違規行為的56個賬號予以禁言半年的
處置；對放大負面輿論的27個賬號予以禁言一個
月的處置；對當天參與明星寵物“超話”的
1,243個賬號予以禁言一周的處置。

公告強調，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任何
人都必須遵守法律法規的底線。清朗網絡環境
的建立需要每位網友的自覺維護。站方將繼續
與社會各界攜手，為營造和諧、健康的網絡環
境而努力！

此外，8月 27日，微博平台與明星趙麗
穎、王一博雙方工作室就粉絲引導管理相關問

題進行了“約談”。微博站方認為，作為有影
響力的公眾人物，對粉絲的行為應當負有引導
責任和約束義務。但近期，雙方工作室均未能
及時有效地引導和應對粉絲的不理性行為，致
使粉絲出現了擾亂網絡傳播秩序的拉踩、“互
撕”等現象，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

籲“流量”回歸優秀作品本身
此外，微博也於8月27日晚間發表聲明，

表示將始終堅持履行社會責任和主體責任，加
大飯圈綜合治理，淨化網絡風氣，堅決反對一
切無底線、非理性的追星行為。下一步，站方
將不斷完善管理機制，查漏補缺，持續做好各

項規範細則的優化更新。站方再次呼籲，要讓
“流量”重新回歸到“關注優秀作品本身，關
注明星正能量閃光點，關注新時代的美好生
活”當中，使飯圈文化重歸正軌。

騰訊：加強“飯圈亂象”整治
28日，騰訊亦發布《關於騰訊進一步加強

“飯圈亂象”專項整治行動的公告》稱，為貫
徹中央網信辦《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
治理的通知》要求，切實履行平台主體責任，
騰訊擬進一步加大整治力度，徹底抵制飯圈不
良風氣和“無底線追星”行為，淨化網絡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每日經濟新聞

報道，28日，中國網絡社交平台微博發布公

告，表示對“超話”社區所有榜單分類及名稱進

行了全面排查，最終總計調整“超話”名稱

2,558個。微博公告稱，近日，中央網信辦發布

《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

（下稱《通知》），通知明確要求取消

所有涉明星藝人個人或組合的排行榜

單，嚴禁新增或變相上線個人榜單及相

關產品或功能。隨後，微博不再顯示明

星“超話”、CP“超話”的排名，抖

音已下架明星榜，快手也下架明星榜。

8月27日，中央網信辦公布《關
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
知》。這是繼今年6月啟動“清朗．
‘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以來，
中央網信辦再次重拳出擊推進“飯
圈”亂象治理工作。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8日發表文章指
出，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
相關部門從維護網上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
全、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的高度認識和推進
“飯圈”亂象治理工作，不斷鞏固和擴大專
項行動成果，構築清朗網絡空間。

在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副
院長鄶穎波看來，對於成長發育中的青少年來
說，“飯圈”思維倡導的一些錯誤的世界觀、
人生觀和價值觀，如果任由資本、流量加以放
大，而不加以引導和改變的話，將對青少年未
來的人生和社會風氣都產生巨大的破壞力。

在流量的裹挾下，不當言論頻頻出現：
“就是要越亂越好，各方混戰，才能讓你家
工作室、劇方看到隱患有多大”“現在不怕
亂，不怕鬧，就怕沒聲音傳出來，哪方的聲
音都不重要，鬧哄哄把事情鬧大才好呢”
“能上幾個熱搜趕緊上，不怕亂，就怕安靜
跟死水似的。”

微博禁言相關違規賬號2448個
針對此次對立“互撕”事件，微博平台迅

速處置，截至8月26日晚，站方已禁言相關違
規賬號2,448個，其中永久禁言賬號665個，關

閉賬號2,643個。這是中央網信辦今年6月開展“清朗．
‘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以來，首個因“互撕”遭
大規模禁言的粉絲群體。

今年8月以來，除了鄭爽偷逃稅受到嚴懲外，還有
多名流量明星失德失範被曝光，包括頂流明星吳亦凡
因涉嫌強姦罪被逮捕、流量演員張哲瀚因“打卡”靖
國神社等惡劣行為被行業抵制等。

在中國音協流行音樂學會副秘書長、音樂評論家
李廣平看來，一些流量明星的藝術修養和道德品質遠
遠沒有達到一個歌唱家或者演員的基本水準，所以要
加強藝術修養，持守道德底線。李廣平同時表示，無
論是歌手也好，音樂人也好，要學習基本的法律知
識，拒絕黃賭毒惡習。

流量明星德不配位，給整個行業帶來負面效應，
更給以青少年群體為主的“飯圈”帶來惡劣影響，一
些“飯圈”扭曲成為充斥歪風邪氣的“怪圈”：謾罵
互撕、挑動對立、刷量控評，斥巨資對明星進行“愛
的供養”，甚至試圖集資營救涉嫌強姦罪的偶像。

“個別明星藝人出現的失德違法情況不是偶然
的，全行業應該認真反思，從中吸取教訓，並主動作
出改變。”在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
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編劇工作委員會會長汪海林看
來，全行業應該痛定思痛，跟“唯流量論”說再見，
走出一條新路。 ●中紀委官網

��

▲“微博全
面下線明星
排行榜單”
登上熱搜。

網上圖片

◀ 趙 麗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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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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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最長暑假即將結束，超商瞄準學生需
求，全家便利商店推出繳付學雜費、換洗制服、行動
電源租借、早餐熱食等集章優惠活動；OK 超商上架
新款高營養價值飯糰，預估提升鮮食業績約2成。

全家便利商店表示，民眾習慣就近到便利商店繳付
學雜費，使用量逐年成長2成；因應開學在即，即日
起至9月7日推出會員帳單繳費集章趣活動，只要至
門市繳付學雜費、電話費等帳單，且過刷會員條碼即
可參與，累計帳單達5張，可獲得購物金5元，限量
10萬組。

看好開學換洗制服的需求，全家便利商店即日
起至9月25日推出洗衣電子集章活動，會員洗衣、洗
加烘1次即贈1點，集滿5點可兌換 「中型洗加烘」1
次或 「大型洗加烘」優惠價。

另外，全家便利商店與共享數位服務平台
ChargeSPOT 合作，於全台超過 800 家店舖鋪設行動

電源租借站，自9月1日至9月30日推出點數換電優
惠活動，會員可以3420點數，兌換ChargeSPOT 1小
時折抵券，限量400份；另於活動期間內使用服務即
贈10元購物金，限量1萬份。

超商早餐滿足學生的胃還要幫忙省荷包，有業
者推購買組合餐、熟食可集章，讓茶葉蛋1顆只要5
元。全家便利商店自9月1日至10月5日推出 「早餐
熱食超集配集章趣」活動，購買指定39、49、59餐餐
超值配組合任1組合、熱食區品項任2件即可獲得1章
，集滿5章可以優惠價5元購入茶葉蛋1顆。

OK超商表示，根據統計資料，台灣超商飯糰年
銷售可達上億個，產值估計超過30億元，看準開學季
學生對於高營養商品的需求，及高溫可帶動輕食飯糰
的銷售，因此推出高營養價值的 「吻仔魚三角飯糰」
，預估可提升鮮食業績約2成。

最長暑假終於要開學 超商繳學費、早餐優惠齊發

開學前 國小進行清消作業開學前 國小進行清消作業
高高中以下學校中以下學校99月月11日將開學日將開學，，新北市一所小學新北市一所小學2929日請消毒人員針對校內開放日請消毒人員針對校內開放

空間與學校周邊環境消毒空間與學校周邊環境消毒，，工作人員在遊樂區消毒工作人員在遊樂區消毒。。

疫情衝擊弱勢募款成效統一超商推數位捐款服務
(綜合報道）5月疫情升溫衝擊弱勢募款行動，統一超商今天

表示，公益團體主要面臨捐款來源數位化等3大挑戰，因此除開
創APP信用卡訂閱制，也打造全新互動式網頁遊戲，盼吸引更多
人體驗，進而培養消費者長期數位捐款習慣。

統一超商近期進行 「2021疫情期間公益團體幫扶大調查」
，從中觀察到捐款來源數位化、實體活動取消、物資出現缺口等
3大挑戰。

首先是捐款來源數位化，據調查數據，有近半數公益團體
反映收入減少2至3成；至於疫情期間募款成效維持幾乎不變者
，收入以公益平台的數位捐贈、信用卡紅利點數、善心人士直送
或郵寄的物資捐贈為主。

統一超商指出，受疫情影響，過去消費者可透過在超商購
物後、隨手投下零錢來發揮愛心，但現在減少出門已成為生活習

慣；統一超商掌握 「低接觸捐款」趨勢
，領先推出 「APP線上捐款與信用卡訂閱
制」功能，消費者只要在OPEN POINT
APP上操作1次，便能定期定額捐款。

挑戰二則是實體活動取消，根據調查，疫情難關依序為
「大多數實體活動取消」、 「提供服務困難」、 「服務對象處境

比過往更需要協助」，顯示保持社交距離、減少群聚使公益團體
宣傳困難，進而影響募款成效。

統一超商表示，為在疫情期間將扶助弱勢的議題讓更多年輕
消費族群重視，特別設計互動式網頁遊戲 「挑戰吧！生活」，遊
戲採累積積分闖關模式，玩家可藉由遊戲了解長輩生活上的困境
與需要協助之處，進而潛移默化關心長輩。

挑戰三是物資出現缺口，統一超商觀察到，逾7成公益團體

捐款人數減少，且疫情三級警戒後，有近3成團體需扶助人數成
長，在僧多粥少情況下，公益團體面臨防疫物資、生活清潔用品
、飲食必需品和醫藥用品等物資缺乏窘境，其中更有超過8成團
體缺乏防疫物資。

有鑑於此，統一超商於疫情期間啟動OPEN POINT APP數位
捐款管道、i預購數位物資認捐，協助1919基督教救助協會募集
防疫物資，共額外募集1萬份救助套餐，幫助超過4200個1919
陪讀班弱勢家庭、超過1.2萬人。

疫苗成國防武器專家籲台灣自建年產5億劑mRNA產線
(綜合報道）旅美生醫專家、全心醫藥董事

長楊育民在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
（BTC）中發表演說表示，疫情讓大家看到
mRNA是未來最重要平台，他呼籲台灣應大膽
投資建立年產5億劑的mRNA生產線，迎頭趕
上新時代技術潮流。

BTC會議今起一連3天舉行，今年以 「精
準創新．健康永續」為主題，討論亮點著重在
導入數位科技，促進數位醫療及智慧醫院發展
。

楊育民今天以 「細胞治療艱苦道路和新冠

病毒疫苗危機啟發的新生物科技產業大方向」
為專題演講主題，分享他從病毒疫苗及細胞醫
療發展中看到mRNA新技術平台的巨大挑戰和
機會。

他表示，從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吸取的教訓
是疫苗為國安與國防武器，同時，高檔複雜藥
物為醫療保健的未來，在地國內醫護和疫苗供
應鏈的耐心彈性對健康安全國家安全和經濟安
全致關重要。

楊育民表示，信使核酸（mRNA）技術是
未來最重要平台，不只在疫苗應用上，台灣要

迎頭趕上技術潮流，建議找到合作夥伴大膽投
資，建立年產5億劑的mRNA生產線，估計只
要1億美元建立500公升的發酵槽就可以建立起
來，他認為國內有這個能力創造出這個產能。

從細胞治療行業的技術挑戰中他則看到檢
測、製造及代工的新商機，楊育民強調，當前
全世界細胞治療行業看起來受到很大重視，實
際上卻是問題重重，產業發展道路艱苦，以
CART為例，過去都是以臨床研發掛帥，製程
和檢測技術相對不足，以致成本過高、製程太
長，無法大規模量產，商業模式不起作用。

楊育民認為，細胞治療引發的機會，包括
試劑、質粒、病毒載體及新一代全自動細胞處
理系統，另外相關代工產業也是新的商機。建
議投入製造和檢測技術平台開發，切入創新的
精準醫療。

楊育民表示，台灣的新冠疫苗發展策略，
應該在採購、代工技轉及研發並行發展，技術
平台則可以更多元化。mRNA技術可將產業由
生物帶回到化學，台灣在這個領域擁有優勢，
可以建立世界級的能力和能量，先技術合作再
研發二代技術，全球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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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第二十一全代表選舉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第二十一全代表選舉
周日下午在休士頓周日下午在休士頓、、達拉斯同時選舉達拉斯同時選舉、、唐心琴唐心琴、、陳煥澤高票當選陳煥澤高票當選

恐怖組織恐怖組織ISISISIS承擔發動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爆炸事件的責任承擔發動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爆炸事件的責任
拜登將追捕到底血債血償我將努力捍衛我們的利益和人民拜登將追捕到底血債血償我將努力捍衛我們的利益和人民

拜登將繼續在阿富汗的撤僑行動如有需要他會批准增加軍力拜登將繼續在阿富汗的撤僑行動如有需要他會批准增加軍力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第二十一全黨代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第二十一全黨代
表選舉表選舉，，於周日於周日（（88月月2929日日））下午二時至四時下午二時至四時，，分別在休士頓分別在休士頓
、、達拉斯兩市同時舉行達拉斯兩市同時舉行。。分別從兩地共四位候選人中選出二位分別從兩地共四位候選人中選出二位
最高票者代表德州地區參加國民黨第廿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最高票者代表德州地區參加國民黨第廿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這是休斯頓這是休斯頓有史以來有史以來党員党員出席最踊跃的一次選舉出席最踊跃的一次選舉。。
這次四位候選人包括這次四位候選人包括：：唐心琴唐心琴、、陳煥澤陳煥澤（（休士頓休士頓），），及金奎及金奎
星星、、丁玉琦丁玉琦（（達拉斯達拉斯），），經過當天同時投票經過當天同時投票、、同時開票同時開票，，結果結果
，，唐心琴獲唐心琴獲5353票票，，陳煥澤陳煥澤4040票票，，金奎星金奎星1010票票，，丁玉琦丁玉琦1616票票
，，唐心琴唐心琴、、陳煥澤二位高票當選德州地區黨代表陳煥澤二位高票當選德州地區黨代表，，將赴台參加將赴台參加
第二十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第二十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其中黨代表最高票當選人唐心琴其中黨代表最高票當選人唐心琴，，曾任國民黨美南分部常委曾任國民黨美南分部常委
、、第二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代表、、19941994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
任委員任委員、、中山學術協會常務委員中山學術協會常務委員。。其政見為其政見為：： 「「國民黨只有贏國民黨只有贏
得得20222022年縣巿長和年縣巿長和20242024年總統的選舉是我們要全力以赴的目年總統的選舉是我們要全力以赴的目
標標，，身為海外黨員身為海外黨員，，如何配合協助我們黨中央並且反映海外民如何配合協助我們黨中央並且反映海外民
意是我們的課題意是我們的課題」」 。。唐心琴在當選後表示唐心琴在當選後表示：：感謝大家的支持為感謝大家的支持為

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繼續奮鬥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繼續奮鬥下去。。
德州地區黨代表當選人陳煥澤德州地區黨代表當選人陳煥澤，，是國民黨美國總支部委員是國民黨美國總支部委員，，第十九第十九、、二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二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代表代表，，休士頓愛心組織會長休士頓愛心組織會長，，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他的政見為他的政見為：： 「「扮演好橋樑及服務工作扮演好橋樑及服務工作，，堅堅
定責任落實小組功能定責任落實小組功能，，善盡黨代表職責善盡黨代表職責，，提案為黨務革新出力提案為黨務革新出力。。愛國以命愛國以命，，愛黨以誠愛黨以誠」」 。。陳煥澤陳煥澤
在當選後表示在當選後表示：：感謝支持感謝支持，，我一定更努力我一定更努力，，不辜負大家期望不辜負大家期望！！

當天前往參加黨代表投票的黨員當天前往參加黨代表投票的黨員，，也同時拿到黨主席的選票也同時拿到黨主席的選票。。他們分別是他們分別是：：江啟臣江啟臣、、卓伯源卓伯源

、、張亞中張亞中、、朱立倫等四位候選人朱立倫等四位候選人。。一一
黨員們可現場圈選黨員們可現場圈選，，將選票密封裝入將選票密封裝入
信封信封，，在外面的信封上填寫投票人的在外面的信封上填寫投票人的
名字及地址名字及地址（（必需填必需填，，否則是廢票否則是廢票 ））
，，再將此已貼好郵票的信封寄出即可再將此已貼好郵票的信封寄出即可
。。其中一號江啟臣是其中一號江啟臣是 「「藍營少數敢拼藍營少數敢拼
、、敢衝的戰鬥派敢衝的戰鬥派，，處處帶頭在第一線處處帶頭在第一線
，，監督力克執政黨監督力克執政黨」」 。。二號卓伯源競二號卓伯源競
選選 「「專職黨主席專職黨主席，，主張民生主張民生、、和平和平」」
。。三號張亞中三號張亞中，，其政見其政見 「「與黨員約法與黨員約法
三章三章：：一一，，掃除李登輝的黨內政治餘掃除李登輝的黨內政治餘
毒毒，，二二，，追打蔡政權禍國殃民的惡行追打蔡政權禍國殃民的惡行
，，三三，，結束敵對狀態創造兩岸和平結束敵對狀態創造兩岸和平」」 。。四號朱立倫四號朱立倫，，其政見其政見 「「對決民進黨無所畏懼對決民進黨無所畏懼，，找回國民黨找回國民黨
光榮感光榮感。。」」 這項選舉的整體訴求為這項選舉的整體訴求為：：執政看的見執政看的見，，團結是關鍵團結是關鍵，，理性訴求理性訴求，，感性溝通感性溝通，，國民黨大國民黨大
團結團結。。

當天當天，，唐心琴常委也宣布唐心琴常委也宣布，，還有黨員沒拿到黨主席選票的還有黨員沒拿到黨主席選票的，，請儘速到以下兩處地點拿票請儘速到以下兩處地點拿票：：
（（一一））城中區城中區58005800 Ranchester St. #Ranchester St. #2002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二樓賴清陽律師事務所找賴太太李迎二樓賴清陽律師事務所找賴太太李迎
霞霞，，她的手機她的手機：：832832--643643--58305830，， （（二二))糖城區找唐心琴拿票糖城區找唐心琴拿票。。她公司地址她公司地址：：48994899 HwyHwy 66 ##206206 B,B,
Missouri City TX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手機手機：：832832--651651--28482848。。黨員們請儘快拿票黨員們請儘快拿票，，必須在必須在99月月1010日以前寄出日以前寄出
，，否則就來不及了否則就來不及了。。

當天忘了繳黨費的同志當天忘了繳黨費的同志，，請將每人請將每人2020元的黨費用元的黨費用ZelleZelle 至至：：dreamsrealtydreamsrealty8888@yahoo.com,@yahoo.com, 或或
支票開支票開KMTKMT 寄至寄至：：48994899 Hwy SteHwy Ste 206206B, Missouri City TxB,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在距離美軍撤離阿富汗不到五天的
時間，至少有60名阿富汗人在爆炸中喪生，還有數十人受傷。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外，鄰近AbbeyGate兩個閘口周四（26
日）先後發生爆炸。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 (ISIS)在其新聞網站
宣布，承擔發動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爆炸事件的責任。美國總
統拜登誓言會完成從阿富汗的撤軍，他還承諾會追究襲擊事件的
元凶。拜登週四傍晚在白宮說：我們不會原諒，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將追捕到底，血債血償。我將儘一切努力捍衛我們的利益和
我們的人民。

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發生連環炸彈襲擊，爆炸導致超過60人

死亡，傷者數目在140人以上。根據美聯社報導:至少12名美軍
在喀布爾國際機場外發生的爆炸事件中喪生，此外還有至少15
名美國軍人負傷。美國國防部證實，12名美軍人員在爆炸中喪
生。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在與組織有關的通訊社即時通訊軟件
上，就襲擊事件承認責任。由於美國總統拜登堅持將8月31日
作為撤軍最後期限，飛離阿富汗的時間窗口正在迅速關閉。襲擊
發生之際，北約成員國已開始撤離的收尾工作。加拿大、丹麥、
荷蘭和比利時宣布不再安排從喀布爾機場起飛的航班。

白宮新聞秘書Psaki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儘管周四發生了致命
的襲擊事件，但拜登8月31日完成從阿富汗撤離的最後期限依

然不變，美國軍事指揮官已建議總統堅持這一截止日期。拜登發
誓將追捕製造喀布爾襲擊事件的人，一個名為IsisK的組織是周
四喀布爾機場附近襲擊事件的幕後黑手。拜登說:我們不會被恐
怖分子嚇倒，我們不會讓他們阻止我們的使命。我們會繼續疏散
。我還命令我的指揮官制定行動計畫，打擊IsisK的資產、領導
層和設施。

美國國務院表示，正和其相信目前滯留阿富汗的約1000名
美國人保持聯繫，其中逾三分之二表示正在採取行動撤離該國。
拜登又說將繼續在阿富汗的撤離行動，接走想要離開的美國公民
，如有需要他會批准增加軍力。

出席黨代表選舉活動的黨部中堅人士合影出席黨代表選舉活動的黨部中堅人士合影 周日選出的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第周日選出的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第2121屆全國黨代屆全國黨代
表大會黨代表唐心琴表大會黨代表唐心琴（（右右 ）、）、陳煥澤陳煥澤（（左左））

為國民黨四位黨主席候選人為國民黨四位黨主席候選人

黨員們出席圈選黨代表並繳交黨員們出席圈選黨代表並繳交
黨費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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