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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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2021

（中央社）隨著美國和中國競爭愈來愈激烈
，太平洋地區出現接二連三飛彈試射和數筆巨額
的國防交易，凸顯出區域軍備競賽白熱化。

法新社報導，韓國延世大學（Yonsei Uni-
versity）中國研究教授魯樂漢（John Delury）說
： 「印太地區正掀起一股輕微的加強軍備熱潮，
感覺大家都正在這麼做。」

本週曾發生在短短24小時內，北韓試射2枚
「鐵路飛彈系統」飛彈、南韓首度成功試射潛艇

發射彈道飛彈（SLBM），以及澳洲宣布首度購

買最先進的美國核動力潛艦和巡弋飛彈。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

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的數據，亞洲和大洋洲地區光是去年合計軍事
支出就超過5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4兆元）。

SIPRI軍費與軍火製造計畫主任貝羅-蘇杜
歐（Lucie Beraud-Sudreau）告訴法新社： 「過
去20年（軍事支出）呈現顯著上升趨勢。而亞
洲確實是趨勢最明顯的地區。」

中國占亞洲軍事支出總額的一半左右。過去

26 年中國軍費年年增加，解放軍也轉變為一支
現代化作戰部隊。

北京目前一年軍事支出估計為 2520 億美元
，較2011年增加76%。這讓中國軍力投射得以遍
布亞洲，並直接挑戰美國霸權。

不過，澳洲、印度、日本、南韓及其他國家
的國防支出也在增加。澳洲前國防情報官員休布
瑞吉（Michael Shoebridge）認為，這是直接對中
國採取的反應。

美中較勁意味濃厚美中較勁意味濃厚 太平洋地區軍備競賽白熱化太平洋地區軍備競賽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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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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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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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ton Mayoral candidates Michelle Wu and
Annissa Essaibi George both belong to the
Democratic Party. Both will advance to the
November election and one will make history
as the first person of color to become the city
’s mayor. Over the last two centuries,
Boston has elected only one white man as
mayor.

The current polling results show
Wu was leading with 33% and
George was at about 22% of the
votes.

Wu told her supporters that it’s
been an honor to be part of this
historic field. She promised to keep
up the energy and get out to every
single voter by knocking on doors
and having conversations about
what’s possible in the city.
Senator Elizabeth Warren is
backing Wu who was one of her

students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Wu’s parents are from Taiwan. She was
born in Chicago and later went to study at
Harvard.

Today we are really proud of Michelle Wu
and her accomplishments in the mayoral race

in Boston.

We as Asian American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period. Many of us also have
experienced the so-called “hate crimes.”

America is really a nation of immigrants. We
ca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Many groups of hard-working people made
this country and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he Boston election message is really telling
people that your success depends on your
hard work.

We really need to support Michelle Wu, not
just with the vote. We also need to support
her financially too.

She is also setting the role model for the rest
of our Asian young people in the future.

0909//1717//20212021

A Change In Boston PoliticsA Change In Boston Politics
Is ComingIs Coming

將近二百年來一直是白人當選市的波士頓
，在昨晩的初選中由三十六歲的華裔吳弭和四
十七歲的突尼西裔喬治獲勝， 將在今年十一月
二日參加市長選舉， 不管十一月的市長誰能當
選，將會結束二百年來首次由亞裔或有色人種
接任市長大位。

吳弭的父母來自台灣， 她在芝加哥出生後
來畢業於哈佛法學院， 她的主要政見是免費搭
乘交通工具， 控制房租， 改革市政建設之綠色
新政府。

我們在此要熱烈祝賀吳弭之初選勝利， 並
呼籲大家給她實際之捐款和支持。

多年來， 我們的社會由於不同之因素造成
了對亞裔之歧視和仇恨， 許多生活在社會底層
的亞裔加上疫情之氾濫， 真是苦不堪言。

今天我們從波士頓的市長選舉中能夠清楚
的看見，大眾的目光還是雪亮的 ，在這個以白
人為主的美國大城， 也有亞裔及有色人種出人
頭地的機會。

我們深感美國是一個移民的大熔爐， 成千
上萬的人來到這塊土地， 貢獻其畢生精力， 他
們對美國是有巨大貢獻的。

波士頓市長之選舉足以証明，只要你有足
夠的勇氣和才能， 一定能出類拔萃。

我們今天也更要呼籲亞裔社區一定好更加
團結， 雖然我們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 但
是我們在經濟教育上之成就遠超過其他族裔。

十一月份波士頓市長選出新一代的市長指
日可待， 值此亞裔被歧視之大環境下， 也為我
們大家爭了口氣。

波士頓歷史即將改寫波士頓歷史即將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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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首相強森15日宣布改組內閣
，外交、司法、教育和住房大臣等多個職位被
調整。此次改組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外交大臣
的易人。原外交大臣拉布出任副首相兼司法大
臣，外交大臣一職由原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
（Liz Truss）接任。今年46歲的特拉斯是第二
位擔任外交大臣的女性，她被視為對中鷹派，
英國分析人士說，特拉斯將對北京更為強硬並
推動加強美英同盟關係。

近來，阿富汗局勢突變之際，拉布前往希
臘休假，未能及時結束休假返回工作崗位。加
上英國在阿富汗撤軍上出現一系列混亂，拉布
飽受外界批評。據報導，根據市場調查機構
YouGov 最新調查，首相強森的支持率也從 5
月的48％下滑至35％。

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則是保守黨基層人士
的最愛。自去年英國脫歐以來，她因協商英國
與澳大利亞和日本的貿易協定而贏得了讚譽。
特拉斯是英國有史以來第二位女性外交大臣，
她還將繼續擔任婦女和平等事務部長。

美國之音 17 日報導說，特拉斯被任命為

外交大臣不可能讓北京高興。中國外交部和中
共媒體過去一直批評特拉斯擔任貿易大臣時要
求對北京採取嚴厲措施。特拉斯被視為自由貿
易和市場的積極倡導者，也是與美國跨大西洋
聯盟的強力支持者。

特拉斯批評中國不遵守公平貿易，從事
「經濟脅迫」，並在上星期一次講話中警告英

國不要 「戰略依賴」北京。她批評北京 「不公
平」的貿易行為。

英國《泰晤士報》在評論特拉斯的任命時
說，她 「對中國比首相更為強硬，在轉向與北
京對抗方面與美國立場一致」。其他英國評論
人士說，任命她來取代拉布將在美國領導北約
撤離阿富汗後幫助修復英美關係。

倫敦智庫英國外交政策集團主任加斯頓
（Sophia Gaston）在推文中說： 「新的英國外
交大臣麗茲·特拉斯是個恰當的中國鷹派。」
她說，特拉斯在外交部能夠 「在價值觀方面追
究中國的責任」，同時 「在與我們的夥伴協調
外交努力時發揮更大的作用」。

英國外交大臣易人
新外相特拉斯被視為對中鷹派

四位著名的體操明星金牌選手拜爾斯、馬
羅妮、雷斯絲與尼科爾絲一起出席美國國會參
議院聽證會, 她們在會上指證歷歷，痛訴美國
體操隊的隊醫拉瑞納薩爾（Larry Nassar）當年
對她們強行猥褻性侵的經歷, 每位選手說到傷
心處, 淚流滿面,令人鼻酸，她們願挺身而出拋
頭露面作證指控, 那種勇氣十分值得肯定。

拉瑞納薩爾是密西根州立大學醫院的醫生
，並長期擔任美國體操隊不支薪義務隊醫，但
卻藉職務之便為所欲為，他性侵體操選手的醜
聞直到2017年2月才被舉發出來, 經聯邦法庭裁
定有罪, 判刑40年至175年, 現已服刑中,根據人
證與物證，體操隊在過去廿多年裏至少有368
名隊員遭到他性侵，真是駭人聽聞，更不可思
議的是，體操隊當局竟然知情掩護，並支付大
筆遮羞費，與指控他的金牌女將簽訂封口秘密
協定，助長了他的獸行。 而且納薩爾的性侵惡
行竟也發生在他所長期任職的密西根州立大學
, 可悲的是, 該校竟也隱瞞實情,助紂為孽,實在
是太荒唐了, 儘管後來體操隊領導以及密州大
校長先後引咎辭職, 但所造成的傷害已無法彌

補！
在這次聽證會上, 拜爾斯特別提到她在受

到納薩爾性侵後長期的心理創傷與煎熬, 也是
導致她在這次參加東京奧運會時退賽的因素之
一。馬羅妮在回憶起納薩爾再三對她性虐待，
甚至在她贏得倫敦奧運金牌時也如此粗暴,她說
，當她遭受赤身裸體折騰後，真以為自己會死
去。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馬羅妮曾把此事向
FBI投訴, 但他們卻漠視不理, 還認為是她在撒
謊, 為此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也出席了聽證
會並當眾向所有受害人道歉，並保證以後不會
再發生相同的事件,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 當年負
責調查的人員竟然沒有被懲處, 也沒有被起訴,
只是被迫引咎辭職而已。

從這一次體操選手不幸的遭遇可見, 無論
是美國體操隊、密西根州立大學以及聯邦調查
局三個龐大的組織系統都出了嚴重的問題, 在
上者為保住官位和職務, 極盡掩蓋隱瞞之能事,
結果包藏禍心, 受苦受難的卻是體操選手, 如不
深切檢討, 將來必後患無窮也!

【李著華觀點 :淚訴
體操明星國會聽證吐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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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要把偷渡船逐回法國
法國急了

綜合報導 英國和法國就如何處置穿越英吉利海峽的偷渡客問題發

生齟齬。法國內政部長熱拉爾德· 達爾馬寧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法國

不會接受任何違反海事法的行為，也不接受財政勒索。”

他的言論針對英方在英吉利海峽攔截並驅逐偷渡船的計劃。英法今

年早些時候達成協議，英國同意提供大約5400萬英鎊，協助法方將海岸

巡邏警力增加一倍以攔阻偷渡者。

然而，由於對法方行動力不滿，英方迄今沒有提供這筆款項。英國

多家媒體先前報道，英國內政大臣普麗蒂· 帕特爾威脅，如果法方不能

加大力度打擊前往英國的偷渡，英方將暫不提供這筆資金。

路透社援引一名英國政府官員的話報道，英國已經批準執法人員在

英方水域攔截並驅逐偷渡船。

多年來，不少非法移民經法國北部偷渡前往英國。偷渡者往往躲藏

在卡車或渡輪中，或搭乘小船通過英吉利海峽。然而，由於新冠疫情擾

亂兩國間跨海交通，以及英法加強打擊利用卡車和渡輪偷渡的行為，小

船偷渡今年以來愈演愈烈。

英國新聞聯合社報道，今年已有超過1.4萬人搭乘小船偷渡至英國

，比去年全年多大約6000人。8月下旬的一天，共計828人乘船偷渡抵

英，創單日人數紀錄。本月7日，785人乘船抵達英國海岸。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8日在議會下議院說：“我們很大程度上依

靠法方的行動。但是，這一問題顯然沒有隨時間而改善。我們將不得不

確保我們動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打擊偷渡）。”

帕特爾與達爾馬寧8日舉行會談。帕特爾告訴對方，阻止小船偷渡

是她的“頭號任務”。達爾馬寧9日說，他明確告訴帕特爾，英方必須

遵守承諾。

英國廣播公司援引法律專家的說法報道，根據國際海事法，英方有

權攔截和驅逐偷渡船，前提是確保船上移民沒有安全風險，但實際操作

存在不少困難。

近1500只白邊海豚遭殘忍屠殺 海水被染成紅色 屍體擺滿海岸

綜合報導 日前，在法羅群

島一年一度的海豚獵殺活動中

，近1500只白邊海豚被殘忍屠

殺。據今日俄羅斯報道，這場

名為“grindadráp”的捕鯨活動

於9月12日舉行，屠殺激起了

動物權利活動家的憤怒。

丹麥自治的法羅群島仍然是

歐洲最後一個被允許捕獵海洋哺

乳動物的領土。“grindadráp”是

法羅語，意思就是“磨難”。此

次被屠殺的白邊海豚被稱作海豚

界的“大熊貓”。

在活動期間，海豚被摩托

艇趕往海岸，捕鯨者在那裏與

海豚進行殘酷的混戰。海豚被

用魚叉、各式各樣的刀片甚至

電動工具屠殺。

據當地媒體報道，在這次

捕殺行動中，共有1428只海豚

被捕殺。網上流傳的現場畫面

顯示，多艘船將海豚趕盡殺絕

，潮水被鮮血染紅。

現場的另一段視頻顯示，

狩獵結束後，數十具海豚身體

在岸邊排成一排。許多海豚身

體上都可見巨大的裂開傷口。

另一張令人不安的照片顯示，

截至周一晚些時候，人們

看到海豚身體在海灘上堆積成

大堆，然後被拖到加工廠或者

被處理掉。

最新的“grindadráp”活動

激起了動物權利活動家的憤怒

，他們主張在全球範圍內禁止

殘酷的捕鯨行為。

例如，藍色星球協會組織

敦促歐盟和丹麥當局讓該自治

區停止其殘酷的做法。“在最

近的‘grindadráp’活動中，沒

有與此相匹配的記錄。我們能

找到的最接近的是2013年 8月

13日在Hvalba 被屠殺的 430只

白邊海豚，”該組織說，並補

充說，這次捕殺可能是有記錄

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現存的關於“grindadráp”

活動的記錄可以追溯到16世紀

，而狩獵本身就已經有數百年

的歷史了。

藍色星球協會認為，雖然海

洋哺乳動物獵殺後被用來食用，

但法羅群島只有大約5.3萬人，

不太可能食用這麽多海豚。

確診病例居高不下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增購百萬疫苗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報道，面對居高

不下的新冠確診病例，澳大利亞和新西12

日分別宣布向歐洲增購新冠疫苗，以加快

接種步伐。澳大利亞悉尼和墨爾本繼續封

鎖，澳政府計劃到全國七成人口完成疫苗

接種、接近10月下旬時才解封。

澳大利亞增購100萬劑新冠疫苗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說，澳大利亞已

向歐盟購買100萬劑莫德納疫苗，這些疫

苗將在本周晚些時候運抵澳大利亞。他

說：“隨著這些額外疫苗全部運抵澳大利

亞，我們將看到9000多個接種點的排隊人

數減少。父母和孩子將能一起到社區藥房

，全家同時接種疫苗。”

澳大利亞藥物管理局 8月批準將莫

德納疫苗用於18歲以上成年人，並在9

月初批準將這款疫苗用於12至17歲未成

年人。

澳大利亞此前向莫德納訂購2500萬劑

疫苗，其中1000萬劑今年交付，其余1500

萬劑將作為追加劑，於2022年交貨。此次

增購的100萬劑疫苗來自西班牙、捷克、

葡萄牙和保加利亞等國，這些國家都有快

要到期的多余疫苗。

隨著德爾塔變種毒株持續傳播，澳大

利亞部分地區，包括兩大城市悉尼和墨爾

本已封鎖多周。澳大利亞政府計劃在全國

近2600萬人口中有70%完成接種後解封，

這一目標預計要10月下旬才會實現。

澳大利亞單日新增病例11日首次超

2000例。人口最多的新南威爾士州14日報

告1262例新增本土傳播病例，較前一天的

1599例有所下降。毗鄰的維多利亞州報告

392例新病例，略少於前一天的450例。

新西蘭僅三分一人口接種疫苗
此外，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宣布向丹麥

購買50萬劑輝瑞疫苗，這批疫苗將在數日

內送到。

她說：“現在，新西蘭已有足夠多的

疫苗……我強烈鼓勵所有尚未接種的新西

蘭人盡快這麼做。”

目前，新西蘭510萬人口中，僅有約

三分之一已完成接種。

8月，新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在時隔

半年後再度出現本土病例，全國因此緊急

封城。多數地區現已放寬限製，但奧克蘭

仍有約170萬人處於最嚴格的四級防疫響

應。

奧克蘭13日新增20起本土病例。自新

一波疫情暴發以來，累計病例達599例。

阿富汗獲各國逾10億美元認捐
布林肯為美混亂撤軍辯護

綜合報導 醫療系統處於崩潰邊緣、

民眾物資短缺……阿富汗局勢引發多方

關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國際

社會支持阿富汗1100萬人的緊急援助需

求。在阿富汗問題部長級會議上，與會

各方已承諾，向阿富汗提供10億多美元

的人道援助。

與此同時，針對美國的阿富汗撤

軍，美國國會議員將展開一系列預料高

強度的聽證會，質問美國“最長戰役”

為何如此混亂地結束。在13日的聽證會

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為政府政策辯解

稱，總統拜登若不延續前任特朗普的方

針，駐阿美軍就可能受創。

阿富汗醫療系統處於崩潰邊緣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籲國際社會

支援
國際移民組織總幹事維托裏諾指出

，阿富汗的醫療系統處於崩潰邊緣，該

國新冠感染病例正在增加。聯合國難民

事務高級專員格蘭迪則強調，阿富汗350

萬流離失所者的需求水平很高，而且他

們可能遭受更大的苦難。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阿

富汗人民需要一條生命線。在經歷了數

十年的戰爭、苦難和不安全之後，他們

可能面臨著最危險的時刻。現在是國際

社會與他們站在一起的時候了。”

他表示，13日在日內瓦舉行的阿富

汗問題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各方已承諾

向阿富汗提供10億多美元的人道援助。

此外，聯合國糧農組織尋求獲得

3600萬美元，以加快對農民的支持，並

確保他們不會錯過即將到來的冬小麥種

植季節。約350萬依賴農業為生的阿富

汗人將在年底前獲得援助。

作為援助阿富汗募捐呼籲的一部

分，聯合國人口基金正在尋求近 3000

萬美元，以應對阿富汗婦女和女童的

緊迫需求。這筆資金將用於滿足全國

約 160萬弱勢婦女和女童的生殖健康和

保護需求。

布林肯為政府撤軍政策辯護
拜登不延續特朗普方針，駐阿美軍

或受創
針對美國撤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本周將兩度在國會作證。他也由此成為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來，拜登政府第一

位公開作證的官員。

在13日的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會聽證會上，布林肯為政府的撤軍政策

辯護稱，總統拜登如果當時沒有履行前

總統特朗普承諾，沒有做出撤離阿富汗

的決定，美軍及其盟友就有可能受到威

脅。

而且，事態一旦這樣發展，美國將

被迫保持在這個國家的存在，“期限不

能確定”，他補充說。

布林肯在國會作證時也承認，“即

使最悲觀的評估，也沒有預見到喀布爾

的政府軍會在美軍還在的時候瓦解。”

布林肯還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與

留在阿富汗的美國公民保持聯系，並幫

助希望離開阿富汗的美國人和部分阿富

汗人撤離。

報道稱，美國在阿富汗20年駐軍結

束方式引發多方強烈指責，一些共和黨

議員甚至要求總統拜登、副總統哈裏斯

和布林肯辭職下臺。

意大利醫務人員疫苗接種率達94%

全國或開打第三針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4664 例，死亡

34 例。截至當天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4606413例，累計死亡病例

129919例。

據報道，意大利全國醫師聯合會(FNOMCEO)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94%的醫護人員接種了新冠疫苗，在全國登記在

冊的46萬名專業醫生中，大約有1500名未接種疫苗，其中644名醫生因

未能按要求接種疫苗而被停職。

意大利全國外科醫生和牙醫聯合會主席阿內利(Filippo Anelli)表示，

新冠疫情期間，醫療系統經歷了許多醫生逝世的悲劇，前兩波大流行中

，每個月幾乎都有約60名醫生死亡。但自從開始接種新冠疫苗後，再沒

有醫務人員死亡記錄。

意大利拉齊奧大區主席津加雷蒂表示，拉齊奧大區將從13日開始接

種第三劑新冠疫苗，以確保疫苗接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個接種工作

將從脆弱群體開始。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也指出，將不斷繼續擴大綠色通行證使用

範圍。此外，從9月最後十天開始，全國將陸續推出第三劑新冠疫苗接

種，未來幾天將公布第三劑疫苗受益人的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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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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今天表示，下屆
總統大選美國前總統川普可能再度出馬，若果真如此，他將成
為美國史上首位兩度敗選的輸家。

路透社報導，民主黨籍的裴洛西（Nancy Pelosi）造訪英格
蘭，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G7）國會領袖論壇，期間她被問到
，回顧曾在2019年底與2021年初對川普啟動的彈劾程序。

逮到抨擊政敵的良機，她聲稱： 「我從來不提他。」川普
仍是目前共和黨內最有權力的政治人物。

裴洛西沒有指名道姓川普，但說： 「我三不五時會稱他
『那個叫什麼名來著』，若他還想再選，他將是首個被彈劾兩

次，並且敗選兩次的總統。」
此外，她出席倫敦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舉辦的活動時談到美中關係。
她說，美國必須指出與中國意見分歧，但是基於中國的規模，
以及諸如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美國也得審慎應付這個國家。

對於英國與北愛蘭的關係，裴洛西則說，若北愛爾蘭的和
平協議瓦解，那麼英國脫歐後與美國簽訂的貿易協議也將不復
存。

重返川普單邊主義？ CNN：
美英澳協議暴露歐洲集團最大困境

民調：拜登因應疫情失民心
支持度創任內新低

（綜合報導）針對美國、英國與澳洲 15 日宣布成立
「AUKUS」聯盟，並分享敏感核動力潛艦技術給坎培拉，使

得澳洲撕毀與法國於2016年簽署的潛艦合約。對此，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17日分析，該聯盟相當程度是為了聯合印太
地區國家共同對抗中國大陸，卻凸顯盎格魯圈根本沒把歐盟當
一回事，更破壞歐盟在美中之間發揮影響力的機會。甚至，隨
著拜登重視軍事硬實力，經濟強權的歐盟如何整合內部分歧的
國防政策，是否要拋棄游走在美陸之間的政策，再再成為該集
團難題。

※法國：這和川普所為如出一轍
根據三國15日公布的內容，美國與英國會向澳洲派遣戰略

與科技團隊，協助該國取得核動力潛艦。這也意味者澳洲先前
與法國國防承包商 「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DCNS）簽署
的潛艦合約喊卡。

依據2016年澳洲與DCNS簽署的合約，DCNS為澳洲生產
12艘梭魚級（Barracuda-class）核攻擊潛艦，以取代澳洲現有的
6艘柯林斯(Collins-class)級潛艦。

勒德里安以澳洲在法國背後捅刀來形容整起事件，還不忘
向美國總統拜登開槍，稱拜登沒有和盟友討論就突然宣布協議

，根本是 「野蠻的單邊決策」， 「與川普所為很類似」。
※歐盟戰略難題
事實上，3個講英語的海上強國彼此達成新地緣政治協定

，不僅傷害法國的自尊心，更為歐盟帶來戰略難題。首先，歐
盟早已預告選在16日下午公布歐盟版的印太戰略─《歐盟印度
太平洋地區合作戰略聯合公報》，華府卻搶在此前發布AU-
KUS，不免讓歐盟懷疑公布的時間點。

這樣的舉動往好的地方想，只是有點粗魯；但最糟糕的是
，儘管布魯塞爾心懷全球，但是 「英語國家集團」卻從沒有將
歐盟放在心上，從未認真的視其為地緣政治參與者。不論哪一
種，布魯塞爾都因此滿身是傷。

再者，AUKUS凸顯出歐盟與美國的主要區別，即歐盟積
極尋求大陸的合作，並視北京為經濟與戰略夥伴。至於美國，
誠如歐盟高層指出的， 「AUKUS是非常好戰的英語系國家組
成抗中聯盟。這些國家是率先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國家，這
我們都知道」。

布魯塞爾認為，藉由與北京進行貿易與合作，進而改變人
權與能源政策。甚至還能利用與大陸的良好關係，讓自己成為
北京與華府的緩衝，進而讓歐盟的地緣政治地位提高。部分人

認為，AUKUS破壞布魯塞爾在全球舞台發揮影響力的機會。
歐洲安全研究中心(AIES)研究員哈科羅瓦(Velina Tchakaro-

va)認為，美國在與歐盟接觸前，就先花上更多政治資本並投資
在與英國、澳洲的安全與國防關係，這意味著即使歐盟不斷積
極提升自我重要性，但很明顯的是，除非歐盟先成為印度─太
平洋地區的安全參與者，才能得到盎格魯圈夥伴的重視。

※如何爭取盎格魯圈成員的重視
對於歐盟如何才能爭取自我地位的提升，法國是該集團主

要軍事強權，並持續推動國防政策，希望為該集團創造真正的
能力；然而，對於歐洲國防政策的樣貌或走向，歐盟成員始終
意見分歧，無法形成共識。

歐盟官員指出，阿富汗的發展加上AUKUS聯盟的誕生，
只會讓法國愈來愈堅持自己觀點，也就是歐盟需要能力捍衛其
利益，應提高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感；但法國的觀點只會讓他在
歐盟愈來愈孤立。

官員指出， 「儘管法國總統馬克宏團隊不斷談到常備軍隊
，但這件事從來沒有成真過。畢竟，隨著出兵參戰，士兵的屍
體裝在屍袋運回國內，人們怪的不會是歐盟」。

川普擬再選總統川普擬再選總統 裴洛西裴洛西：：
將成為美史首位兩敗輸家將成為美史首位兩敗輸家

（綜合報導）據路透社/易普索（Reuters/Ipsos）最新民調
，由於似乎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不滿總統拜登（Joe Biden）因
應疫情，他的支持度創下任內新低。

路透社報導，這份在15至16日所做的全美民調發現，44%
受訪的成年人支持拜登就任的表現，但是50%不支持，其餘則
是不確定。

自8月中以來，由於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瓦解，加上全
美與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有關的死亡病例驟
增，拜登的支持度逐漸遞減。

為了遏止最早在印度發現的病毒變異株Delta蔓延擴散，
拜登最近下令戴口罩與打疫苗雖獲得大多數美國民眾支持，但
是若干共和黨人批評，他們認為白宮的反應過度。

這份在本週公布的民調顯示，支持拜登因應疫情的美國民
眾首次低於50%，大約48%支持拜登的防疫政策，不支持則是
46%。

路透社/易普索以英語向全美所做的線上民調，總共取得
1005名成年人的回應，其中民主黨442人，共和黨360人，衡
量精確度的指標信賴區間（credibility interval）為4個百分點。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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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巴厘島機場移民局官員中文培訓班

開班儀式13日線上舉行。137名學員將進行為期3個月

的線上中文學習。

中國駐登巴薩總領事朱興龍，印尼巴厘島伍拉萊

機場移民局局長瑪達蘭，印尼烏達雅納大學旅遊孔子

學院外方院長桑德拉、中方院長陶暹光參加開班式。

朱興龍致辭說，巴厘島長期以來是中國遊客海外

旅遊的熱門目的地。通過學習中文，機場移民局官員

和中國遊客可以更順暢地交流溝通，對日常工作大有

裨益。希望通過本次中文培訓，可以卓有成效提高學

員的中文水平，激發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本次培訓班是在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大力支持下

開辦的，是巴厘島移民局官員歷次中文培訓中參加人

數最多的一次，也是烏達雅納大學旅遊孔子學院成立

以來首次承辦移民官員中文培訓班。

據陶暹光介紹，旅遊孔子學院精心挑選了經驗豐

富的中文教師授課，他們中大多有在巴厘島漢語教學

、工作和學習經歷，將會根據學員實際工作部門和崗

位，量身定做包括生活用語、工作用語、中文歌曲和中華文化學習

等內容的教學方案，讓學員在盡可能短時間內明顯提高中文運用能

力和水平。

印尼烏達雅納大學旅遊孔子學院由烏達雅納大學和中國南昌大

學及南昌師範學院三方合作建設，今年4月份揭牌後已為巴厘島旅遊

行業培養漢語旅遊專項人才、推進巴厘島旅遊職業漢語教育開展了

一系列高效工作。

印尼巴厘島是中國遊客鐘愛的國際旅遊目的地。2018年到訪

該島中國遊客達138萬人次，當年開始中國成為該島最大國際遊

客來源國。

柬埔寨累計新冠確診病例破10萬例
綜合報導 柬埔寨自今年2月以來暴

發的此輪新冠疫情仍在持續蔓延，近一

段時間，輸入性感染德爾塔變異新冠毒

株的病例增多，成為柬埔寨防疫的新挑

戰。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

新增報告629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

增治愈出院422例，新增死亡9例。新

增確診病例中，516例為社區傳播感染

病例，113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截

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10.01萬

例，累計治愈9.43萬例，累計死亡2049

例。

據稱，境外輸入性新冠確診病例大多

數仍由泰國輸入。此前，為遏止從泰國輸

入新冠病毒，柬埔寨政府決定從7月30

日至8月12日暫時關閉柬泰邊境關口，

禁止在泰國務工的民眾回國，主要目的

是要爭取時間做好防範疫情工作，包括在

邊境地區設立更多隔離和救治中心，同時

為前線醫護人員接種“加強針”。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最新通報，自重

新開放柬泰邊境關口和允許勞工回國後

，已有超過1.5萬名在泰國務工的民眾

回國，其中約2000人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大多數為感染德爾塔毒株病例，分

布在奧多棉芷省、蔔疊棉芷省、馬德望

省和拜靈省。

世界衛生組織分析認為，重新開

放邊境後，高傳染性的德爾塔變異

毒株有可能在柬埔寨邊境鄉區快速

蔓延，並導致當地脆弱的醫療系統

不堪負荷。

對此，柬埔寨政府出臺包括嚴格限

製邊境省份跨省流動、延長防疫規定等

一系列措施應對境外輸入風險，到目前

為止，在與泰國毗鄰或鄰近的四個省份

一共設立了70個大小隔離中心。與此

同時，柬政府還與國際組織合作，展開

教育宣傳活動，確保回國勞工能獲得基

本的衛生和社會服務，以幫助他們健康

返回家鄉社區。

日本8月有250名新冠感染者在家療養時死亡

為7月的8倍！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日本警察廳公布消息稱，8月

，日本全國共有250名新冠肺炎感染

者在家療養時死亡，這一數字是7月

的8倍。

據報道，按地區來看，這250名

死者中，首都圈占到了70%，其中東

京都最多，為112人；此外，埼玉縣23

人，神奈川縣22人，千葉縣19人。

從年齡層來看，50多歲的占比

最多，達74人；此外，70多歲的為

41人、60多歲的40人、40多歲的有

34人。

日本警方統計，從2020年 3月

開始計算，目前日本已經有817名新

冠感染者在家中療養時死亡。

據NHK統計，截至當地時間13

日18時30分許，日本全國累計新冠

確診病例數已超164.5萬例，累計死

亡病例16855例。由於疫情形勢嚴峻

導致醫療資源緊張，日本有大量新

冠患者都被要求“居家療養”。

韓國前總理丁世均宣布退出總統競選
大選呈兩強爭霸局面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執政黨共

同民主黨選拔總統候選人的巡回競選

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候選人之一的

前國務總理丁世均 13 日突然宣布退

出競選。

丁世均13日下午在韓國國會召開的

記者會上向支持者致謝，稱為了團結一

致的民主黨、全新的大韓民國將重歸普

通議員身份。他表示，在與議員們進行

長時間討論後決定辭職。這距離丁世均

高呼“強大大韓民國，經濟總統”口號

宣布參選僅過去88天。

距民主黨競選的決勝地——韓國

湖南（全羅道）巡回競選還有2周的情

況下，民主黨的競選版圖因丁世均棄

選發生變化，轉為“五派相鬥”。由

於丁世均手握全羅北道票倉，不少人

質疑棄選是為了照顧同為湖南候選人

的前民主黨黨首李洛淵。對於是否宣

布支持其他候選人的提問，丁世均說

只為了民主黨和新的大韓民國，回避

正面回答。

另據韓國社會輿論研究所（KSOI）

13日稍早時發布的大選最新民調顯示，

京畿道知事李在明（27.8%）和前檢察總

長尹錫悅（26.4%）呈現兩強爭霸局面，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議員洪準杓（16.4%

）和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李洛淵

（16.3%）奮起直追。

韓國社會輿論研究所聯合首爾交通

廣播電臺TBS於9月10日至11日面向全

國18歲以上的1004人進行了下屆大選支

持率調查。結果顯示，李在明以27.8%的

支持率排名第一，較前一周下滑0.2個百

分點，尹錫悅支持率與前一周持平，以

26.4%排在第二。洪準杓以16.4%排在第

三，連續六周呈上升趨勢，李洛淵以

16.3%排在第四，上升4.6個百分點。

被問及誰最能代表執政陣營時，

28.7%的受訪者選擇李在明，較前一周下

滑1.1個百分點，李洛淵較前一周上升

7.1個百分點至25.1%，由此兩人的差距

縮小至3.6個百分點。韓國前法務部長官

秋美愛（5.2%）、民主黨議員樸用鎮

（4.6%）、前國務總理丁世均（3.6%）

分列其後。

問及誰最能代表在野陣營時，洪準

杓以 28.7%的支持率首次反超尹錫悅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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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舉惠港青北上 助求學就業創業
中央推新措施 五年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各一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16日在中央惠港青年措
施宣講會上致辭時表示，此次推出中央惠港青年
措施，對港青而言正合時宜又十分貼地，相信定
能擴展青年發展空間，希望港青珍惜措施並抓緊
機會，在培養多元技能與發展學業事業的同時，
建立正確價值觀和正向思維，面對種種挑戰。

感謝中央信任支持
徐英偉表示，感謝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信

任和支持，在民生和經濟方面幫助香港。他提

到，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亦詳列了香港的
重要定位，特區政府會在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體育發展及創新科技等各方面繼
續舉辦活動及推動相關發展，並會好好把握大灣
區的重大發展機遇。

灣區就業反應熱烈
他表示，特區政府過去兩年已積極推進各項

青年工作，民政事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持續優
化和擴大各項青年交流和實習計劃，最終目標是
培養香港青年成為有正面思維，對社會有承擔，
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未來主人
翁。他並提到，特區政府於今年1月推出了“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截至今年7月中已有逾
380間企業合共提供約2,900個職位空缺，反應
熱烈，已有超過420名青年入職。
他勉勵港青日後務須抓緊國家發展，特別是

大灣區所帶來的龐大機遇，在“一國兩制”的原
則下，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成為有大局思維的
國民，為國家及為香港更好的長遠發展而努力。
特區政府將與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人及社會各
界齊心協力，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
會環境。

徐英偉：望港青珍惜抓緊機遇

為促進香港青年融入國家大局、共享發展機遇，在中央統一安排下，16日上午，

有關部門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在香港舉辦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宣講會，發布並解讀中

央惠港青年八條。八大舉措涵蓋求學、就業、創業、實習、生活等多方面環節，多項重

量級措施包括 5年內為香港青年提供一萬個實習機會、2萬個赴內地交流機會和 1萬個

就業機會，以及多項獎學金及資助。全國青聯秘書長劉愛平在宣講會上透過視像致辭表

示，措施打通港青北上發展的“最後一公里”，並指“蘇州過後無艇搭”，呼籲港青把

握“十四五”規劃的機遇。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則指，是次專門向香港青年出

台的針對性措施，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對港青的親切關心和支持厚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資料來源：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宣講會16日舉行，宣講會公布了八項針對香港青年的優惠措施。圖為現場青年向
嘉賓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民香港民
政事務局局政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在長徐英偉在
宣講會上致宣講會上致
辭辭。。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八大舉措包括5年內為港青提供1萬個實習機會
的“香港青年內地實習計劃”、2萬個赴內地

交流機會的“香港青少年內地交流計劃”、1萬個就
業機會的“‘千校萬崗’香港青年專項行動”、
“‘創青春’中國青年創新創業項目支持計劃香港
專項”、“向香港大學生開放‘中國電信獎學金’
申請通道”、“在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中優化拓寬
香港賽道”、“開放全國向上向善好青年、鍾南山
青年科技創新獎等榮譽獎勵香港青年的申請渠
道”、“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服務陣地”。

劉愛平：走出舒適區踴躍北上
宣講會上，與會者對中央政府八項“惠港青

年措施”進行詳細解讀和分享。全國青聯秘書長
劉愛平以視像形式致辭指出，八項針對性舉措涵
蓋香港青年關注的學業、就業、創業、實習、生
活等方面，力求打通香港青年北上發展的“最後
一公里”。她又指，“蘇州過後無艇搭”，希望
香港青年全面了解“十四五”規劃要求，用好這
些措施，鼓勵香港青年走出舒適區，積極參與並
帶動身邊朋友，踴躍前往內地發展。

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也透過
視頻連線介紹了《關於支持香港青年在粵港澳大
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

張志華：增強做中國人“三氣”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致辭時表示，香港

青年應胸懷中國夢，隨着香港社會實現由亂及治的重
大轉變，發展進入新的黃金時期，機遇與挑戰並存。
他表示，“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香港青年要進
一步認識到把握國家發展的要求，找到自己發展的機
遇所在，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底氣、骨氣，和祖國

共成長，共享國家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香港青年聯會有關負責人與香港青年圍繞各項

惠港措施如何支援在港青年加入國家發展藍圖進行
交流，包括如何縮小兩地文化差異、如何進一步落
實港青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深度支援及配套
措施等話題，參加者踴躍提問，積極發表意見，氣
氛十分熱烈。

霍啟剛：措施照顧到方方面面
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表示，中央一系列惠

港青年措施可謂照顧到青年人的方方面面。他
最關心港青赴內地交流實習，鼓勵青年人主動
了解措施，要跳出“舒適圈”參與計劃，把握
難得的機會。

全國青聯副主席梁宏正表示，中央一直關顧香
港青年發展，重視青年工作，今次中央出台一系列
惠港青年措施，為香港青年的交流實施提供更多機
會，幫助香港青年了解國家發展情況，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梁毓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中央出台各項惠港青年措施，將大好機會放
在港青面前，呼籲青年把握機遇，實現自我。

他指出，港青聯未來會繼續提升青年服務，從
青年喜好角度出發，增強活動主體化，打破地理局
限性，以興趣愛好吸引更多年輕人的加入。

宣講會由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人力資源社會
保障部就業促進司、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秘書處、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及香港青年聯會聯合舉辦，全程以線上線下同步進
行，並透過香港青年聯會的社交媒體專頁進行直
播，讓更多年輕人參與和了解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重
視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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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青年內地實習計劃

詳情：

▶5年內為香港青年提供1萬個內地實習崗位

▶崗位來自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中
央金融單位及各行業知名企業等

對象：

▶18歲以上香港大專院校在讀、或畢業離校
不足2年；或

‧內地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

時間表：

▶暑期實習一般於每年1月接受報名，於6月
至8月期間開展

▶寒假實習一般於每年10月接受報名，翌年
1月至2月開展

2、香港青少年內地交流計劃

詳情：

▶5年內為香港青少年提供2萬個赴內地
交流機會

▶包括前往內地院校、企業、社區、鄉村
一線開展社會實踐、文化交流等

對象：

▶14歲至35歲香港青少年

時間表：

▶全年開展，但主要集中寒暑假

3、“千校萬崗”全國大學生就業
服務行動香港青年專項行動

詳情：

▶5年內為香港青年提供1萬個就業機會

對象：

▶內地高校就讀的畢業年級港生；或

▶香港大專院校就讀的畢業年級學生

時間表：

▶全年開展

▶10月起登錄“易展翅”官網、手機App或微信
公眾號香港大學生招聘專區，可瀏覽崗位訊息

▶內地高校合資格港生可參與校內組織的“千校
萬崗”招聘會

4、“創青春”中國青年創新創業項目支
持計劃香港專項

詳情：

▶5年內支持不少於100個香港青年創業項目

▶提供專項投融資對接服務、配對一名專業導師、推薦
項目入駐青年創業孵化器等

▶“攀登計劃”提供5萬至10萬元公益資助，重點資助
前沿科技領域“硬核”青年科技創新創業項目

▶“金種子計劃”提供1萬元公益資助

對象：

▶以香港青年為團隊的創新創業項目，主要合夥人中具
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比例不低於50%

▶“金種子計劃”項目負責人，主要合夥人需為在校或
畢業未滿5年的高校港生

時間表：

▶一般於每年7月通知，11月公布支持項目

5、向香港大學生開放“中國電
信獎學金”申請通道

詳情：

▶發放5,000元人民幣獎學金及中國電信實習
機會

▶每年分別評選20名香港大學生

對象：

▶具有香港大專院校學籍的全日制本科及研究生

時間表：

▶於每年4月發布通知，10月公布獲獎名單

6、在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中
優化拓寬香港賽道

詳情：

▶“逐夢盃”中國青年芯片科技創新大
賽，開放予香港青年參加

▶“挑戰盃”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
品競賽，開放予香港青年參加

▶“挑戰盃”全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
開放予香港青年參加

▶“創青春”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
大賽，開放予香港青年參加

7、開放多個榮譽獎勵香港青年的
申請渠道

詳情：

▶“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及“全國向上向
善好青年”開放予香港青年參加

對象：

▶鍾南山創新獎要求於醫學和生命科學等領域的
40歲以下港青參加

▶“向上向善好青年”開放予14歲至35歲港青參
加

8、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服務陣地

詳情：

▶大灣區開通12355港澳青年服務熱線

▶建設面向港澳青年的實體服務機構“大灣區青年家
園”

▶編訂《粵港澳大灣區資訊通》手冊，為港澳青年融
入大灣區發展提供全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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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視察駐陝部隊某基地：管好用好太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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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瀘縣6級震 3亡100傷塌房逾千
890名消防救援官兵第一時間出動救援 緊急轉移7萬餘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5日到
駐陝西部隊某基地視察調研，代表黨中央和中
央軍委，向基地全體官兵致以誠摯的問候。他
強調，要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時
代軍事戰略方針，聚焦備戰打仗，加快創新發
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務能力，為建設世界
一流軍隊、建設航天強國作出更大貢獻。習近
平指出，太空資產是國家戰略資產，要管好用
好，更要保護好。

金秋時節，古城西安天高氣爽，景色宜人。
上午10時30分許，習近平來到基地營區。在熱
烈的掌聲中，習近平親切接見駐西安部隊官兵代

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隨後，習近平聽取基地工作匯報，並發表

重要講話。習近平充分肯定基地長期以來在
我國航天事業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強
調，要適應航天發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
實際，優化組織模式，創新測控技術和手
段，確保測控精準可靠、圓滿成功。要統籌
實施國家太空系統運行管理，提高管理和使
用效益。

習近平指出，太空資產是國家戰略資產，要
管好用好，更要保護好。要全面加強防護力量建
設，提高容災備份、抗毀生存、信息防護能力。
要加強太空交通管理，確保太空系統穩定有序運

行。要開展太空安全國際合作，提高太空危機管
控和綜合治理效能。

習近平強調，完成好基地擔負的各項任務，
必須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黨的各方
面建設，深化黨的創新理論武裝，抓好黨史學習
教育，發揚好“兩彈一星”精神、航天測控精
神，打牢官兵聽黨指揮、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根
基，保持部隊純潔鞏固和高度集中統一。要有針
對性做好人才工作，強固人才支撐。要堅持不
懈抓基層打基礎，滿腔熱忱為官兵排憂解
難，把幹事創業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不斷開創基地建設新局面。

許其亮等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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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特約通訊員 劉傳福 四川報道）16日4時33

分，四川省瀘州市瀘縣發生6.0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16日16時，地

震造成瀘州等地12.1萬人受災，3人死亡，100人受傷，緊急轉移73,755人；

1,400餘間房屋倒塌，6,400餘間房屋嚴重損壞，2.9萬間房屋一般損壞。應急管

理部啟動地震應急三級響應，派出由中國地震局副局長帶隊的工作組趕赴現場指

導抗震救災工作。震區附近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890名消防救援官兵第一時

間出動救援。

四川省瀘州市瀘縣福集鎮滿
是碎磚塊的路面上，一口大鍋安
放在臨時搭建的簡易灶台上，白
生生的麵條翻滾在沸騰的水中，
熱氣騰騰向上，彷彿要穿透陰暗

低沉的天空。村民們圍在一旁，手捧一碗麵或站或
坐，用紅油辣子撫慰因地震驚魂未定的內心。這是
16日13時，記者在瀘縣6.0級地震震中所見的一
幕。

“有麵條吃，心沒有那麼慌了”
雖然環境簡陋，但這些端起來就能吃的“百家

麵”口味豐富，牛肉、肥腸、豇豆、泡椒牛肉等十
幾種臊子由鎮上“重口味麵館”的老闆娘李林俊提
供，青菜則是村民自家種的，十分新鮮。

拄着柺杖的71歲村民湯興蓮端着一碗牛肉麵，
身旁放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地震的時候怕得很，
什麼都沒拿，拉着兩個孫子就跑出來了，衣服是後
頭回家搶出來的。又冷又餓，有麵條吃，感覺心沒
有那麼慌了。”

在震中福集鎮，縣城路邊白色牆壁上的黑色裂
痕十分刺眼，路兩旁滿是掉落的磚塊、樹枝甚至倒
塌的電線杆。天空飄着小雨，路邊停滿了救援車
輛，不時有救護車鳴笛而過。

瀘縣公安局民警熊烽富穿着雨衣，在縣政府門
口為疏散民眾提供幫助。被地震晃醒後，他立刻投
入工作，一直忙活到現在。“我們主要是排查安全
隱患，確保救援道路暢通。”抹了一把臉上的雨
水，他又再次開始解答民眾的疑問。

“六根通信電杆，修到最後一根了”
“他們太辛苦了，我6點趕到，救援人員到得

比我還早。”瀘縣人黃清財一大早便趕到自家位於

縣政府附近的小超市，貨架上的貨物被搖落一地。
剛打掃好，他又搬起一箱礦泉水，送給店外正在雨
中搶修電線的工人。“被地震晃醒後，感覺天旋地
轉，又下着大雨，村裏很多房子都倒塌了，不少村
民都到我家避雨。”

瀘縣龍腦橋中心小學校外拉起了警戒線，校內
塑膠操場上搭建起數排藍色帳篷，穿着防護服的工
作人員正在進行消殺，還有熱心的志願者在發放口
罩。醫務工作者們在每個帳篷間來回穿梭，詢問安
置民眾情況，安置點中有移動充電車，還有心理醫
生提供諮詢服務。

隨着救災工作有序推進，大部分民眾已得到安
置，在遮風擋雨的帳篷內鬆了一口氣，而不少工作
人員仍在忙碌，與時間賽跑，為受災鄉鎮“療
傷”。中國電信的工作人員王曾平正指揮工人用吊
車搶修線路，從5時抵達現場至今，他們來不及歇
口氣。“這條幾百米的小街就倒塌了六根通信電
杆，現在修到最後一根了。”

雖然正在起最後一根倒塌的電杆，但他們的
工作遠沒有結束，放光纜線、接光纜……在雨中，
在廢墟上，這些身影分外動人。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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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合煮村民合煮““百家麵百家麵””雨中救援不停雨中救援不停

走進震中瀘縣福集鎮，天空飄着小雨，道路
兩旁滿是掉落的磚塊、樹枝甚至倒塌的電

線杆。路邊停滿了救援車輛，不時有救護車鳴
笛而過。

“地震發生時，感覺天旋地轉”
在一處安置點，搭建起了數排藍色帳篷。

在一間帳篷裏，住滿了老人和孩子，他們的臉
上沒有過多的驚恐。年逾六旬的朱德芳老人腳
上還穿着拖鞋，與孫子一道於中午時分住進了
帳篷。“現在還不敢回家，害怕還有餘震。”
朱德芳說，午飯吃了肉稀飯和馬鈴薯絲等，感
覺非常暖心。

“地震發生時，感覺天旋地轉，村裏很多
房子都倒塌了。”村民陳永國說，電一下子停
了，整個屋子漆黑一片，妻子嚇得哭了起來。
他們先往廁所裏跑，等平息下來後，趕緊下
樓。地震發生後，瀘縣在九曲河公園、瀘縣二
中、城北學校、城東小學、瀘縣高鐵站設置了5
個臨時救援點。隨後，又在縣城和各鄉鎮設了
79個安置點，共安置受災群眾3,212人。

一村民煮早飯遭塌牆砸中遇難
在震中福集鎮的草壩村，67歲的代志友起

床煮早飯時遭遇地震，疑在跑出廚房躲避時，
被二樓垮塌的圍牆砸中不幸遇難。

在妻子曾祥聰看來，代志友勤快、節儉又
孝順，是家裏的頂樑柱。妹妹代志蓉則表示，

父親去世近50年了，作為大哥的代志友“長兄
如父”，和母親一起將三個妹妹帶大。本該享
福的年紀，大哥卻在這場地震中遭此不幸，太
可惜了。

“今天落雨，燒啥鍋，晚點嘛。”見丈
夫燒火準備煮飯，曾祥聰勸丈夫晚點煮飯，
得到的回答是：“你要睡，你去睡嘛……”
“我剛回房間一會兒，就地震了。”曾祥聰
說，她聽到了物體砸在地上的響聲，“我一
邊往廚房跑，一邊喊丈夫名字，但沒得到回
應。”當跑出堂屋時，便看見丈夫倒在堂屋
和廚房外的院壩裏，身邊全是從二樓垮塌下
來的磚塊等。

地震區域地處華鎣山斷裂帶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地震局組織中國地

震台網中心專家解讀指出，本次地震距離最近
的斷層是華鎣山斷裂帶，震源機制解反演結果
顯示此次地震為逆衝型破裂。華鎣山斷裂帶北
起達縣北、向南西經大竹、鄰水、合川、銅
梁、榮昌至宜賓南，長約460公里，是四川盆地
內規模最大的斷裂帶，也是地震構造意義最為
重要的一條斷裂帶，特別是西側的川中地區基
底由火山岩組成，密度高，磁性強，屬於變形
深且硬化程度較高的剛性塊體，具有孕育中強
地震的能力。1900年以來，華鎣山斷裂及附近
共發生5級以上地震6次，最大的為此次瀘縣6.0
級地震。

●震中瀘縣福集鎮受損的民房。 中通社

●瀘縣地震發生後，救援有序開展。圖為瀘縣福集鎮
大田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安置點。 新華社

●●99月月1616日日44時時3333分分，，四川省瀘州市瀘縣發生四川省瀘州市瀘縣發生66..00級地震級地震，，震源深度震源深度
1010千米千米。。截至截至1616日日1616時時，，地震造成瀘州等地地震造成瀘州等地1212..11萬人受災萬人受災，，33人死人死
亡亡，，100100人受傷人受傷。。目前目前，，救援工作正有序開展救援工作正有序開展。。 新華社新華社

●9月15日習近平視察駐陝西部隊某基地，在聽
取基地工作匯報後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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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廚家居公益講座系列樂廚家居公益講座系列--第三講第三講
韓偉忠主講韓偉忠主講：：冰皮月餅的製作冰皮月餅的製作

投資顧問蕭雲祥投資顧問蕭雲祥，，顏琦談顏琦談：：
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

（本報訊）投資顧問蕭雲祥、
顏琦談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如下
：

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
(Asset Allocation)
一. 投資的目的固然是要增加回

收, 但是風險控制也不能忽略. 理論
上, 高風險(Beta)高回收, 低風險低回
收. 此刻, 存錢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
有些歐洲國家是負利率). 美國國庫
債券十年利率只有1.3%左右, 比通膨
指數3-5%都低, 成本都不夠. 但是投
資股市和房市價格都偏高, 風險高.
投資人應當如何面對? 資產分散配
置是較佳的良策.

二. 資產如何配置呢？
1. 了解自己的需求, 控制風險系

數(Beta值)
2. 在同一風險系數中, 找到品質

好回收高的產品及投資標的.
3. 利用低買高賣的原則, 危機入

市, 長期持有. 千萬不要追漲. 要有耐
性, 每年市場都有二~三次 5-10%
Pull Back

4. 養成儲蓄的習慣, 每月或每季
, 每年定期定量的投入市場.

5. 一定要品質管理, 只買高品質
的投資標的.

6. 不懂或沒時間研究股市, 只買
基金或指數, SPY, QQQ, DIA 即可.

7. 時間是我們的朋友. 長期持有
高品質的指數或基金, 即使偶有損傷
, 最終仍會獲利. 長期持有十分重要.

8. 養成存錢到有減稅, 緩稅功能

的管道. 如 401(k), 403(b), IRA, Roth
IRA, FIUL, FIA, 久之必能有成.

9. 年輕人投資組合Beta值可高
一些(0.8-1), 退休人士Beta值要低一
些(0.4-0.7).

10. 最好有位有經驗的可信賴理
財顧問輔助, 提供你最新的各種財經
資訊及產品管道.

最後資產配置的原則就是達到:
保本, 增值, 減稅, 家庭保障, 及順利
傳承.

通過聰明有智慧的配置, 在合理
的風險管控中回收比通膨高的利潤.

投資顧問: 蕭雲祥, 顏琦
電話: 713-988-3888
832-434-7770, 713-261-8794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將
屆，又到了全家享受月餅美味的時節。位於糖城
百佳超市商城內的 「樂廚家居」 上周日（9月12日

」 下午三時至
四時半將舉行
公 益 講 座 系

列-第三講： 「冰皮月餅的製作」 ，由中國烹飪大
師韓偉忠主講。韓偉忠為中國酒店用品協會副會
長。目前旅居美國休士頓。

冰皮月餅，是傳統中國中秋節食品。製作特
點是無需烘烤，製作簡單，低糖低熱量。口感酥
軟滑爽，略有彈性，色彩潔白如雪。本講座會講
解冰皮月餅整個製作過程，大家一起動手製作坯
子和品嚐成品。簡單易學，香糯可口。讓每一位
都能成為月餅製作高手。

韓老師的冰皮月餅材料如下：
抹茶粉 1/2 勺， 油 20克
糯米粉45 克，粘米粉30 克，
澄粉 25 克 ，糖30克，
煉乳15克 ，奶160 克，

蕭雲祥蕭雲祥 顏琦顏琦

繼去年首次成功舉辦雙十國慶露天電影院，受到多方好評，
今年由雙十國慶籌備會和北校友會聯合主辦的國慶寶島電影院，
將於10月02日（星期六）下午6點半至9點半在休士頓僑教中心
後停車場熱鬧登場。採用臺灣古早的鄉村眷村社會時期，與親朋
好友左鄰右舍，在廣場聚集觀看露天電影，周邊還有趣的各式小
攤位， 讓您感受六十年代臺灣風情。活動當天會採用超大布幕
200吋投放電影，備有香噴噴的鐵路便當及奶茶，還可以邊吃爆米
花，享受晚風吹拂，月亮高掛星空之下，坐在停車廣場大家一起
觀賞電影 「太陽的孩子」 ，重溫浪漫復古風情。

電影 「太陽的孩子」 （阿美語：Wawa No Cidal）是一部於

2015年上映的臺灣電影，為臺灣導演鄭有傑與勒嘎•舒米聯合編
導，演員皆為原住民，女主角由歌手與主持人身分的阿洛•卡力
亭•巴奇辣擔綱。該片臺北電影獎獲得觀眾票選獎。第52屆金馬
獎入圍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新人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獎（《不
要放棄》) ，並由《不要放棄》獲得最佳電影原創歌曲。在國際獎
項部分，則獲得CMS印度兒童國際影展最佳劇情長片首獎。

劇情簡介如下：為了給父親與孩子更好的生活，即便不捨仍
獨自前往大城市打拼的林秀伶，有個美麗的阿美族名字Panay，有
「稻穀」 的含意。Panay因為父親病倒而再次回到家鄉，曾幾何時

，良田已經漸漸變成觀光飯店。她憂心這樣下去，還可以留給下
一代什麼樣的家園？希望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夠以自己為
傲；但願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用自己的語言、大聲唱自己
的歌；但願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堂堂正正站在自己的土
地上，不需被任何人驅趕。所以決心要把水圳修好、恢復耕作。
但這一切並不輕鬆，面對各種挫折與考驗，她以溫柔且堅定的行
動，告訴孩子們：千萬不能放棄！自己的家園要靠自己守護。

電影及Popcorn 免費，鐵路便當加波霸奶茶每份$10，另外會
有趣味活動，市集攤位及抽獎，在此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線上報名請用連結 https://forms.gle/uSoWYE1xh8VgTEeo8
聯絡人: 邱珮冠 713-502-7769, 楊嘉玲 713-340-8115

110110年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新聞稿年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新聞稿

野花牌綠蜂膠源自巴西米納斯州
(Minas)森林，擁有豐富的原始資源，
完全沒有污染，安全性高，而蜂膠中
所含的活性成分世界第一。巴西Api-
ario Silvestre(野花牌)公司秉承科學與
愛心，獨創當今最先進的專利提取工
藝，以GMP標準萃取出最高品質的綠
蜂膠，淨濃度85%，主要有效成分類

黃酮16.9mg/ml,酚多體3.5%，數倍或
數十倍於同類產品，且不含酒精、蜂
蠟和任何有害重金屬。您知道為什麼
野花牌綠蜂膠風靡世界五大洲嗎?為
什麼說選擇野花牌綠蜂膠就是選擇健
康的原因嗎?讓科學告訴我們：

天然平衡的營養品：科學家相信
，“天然、純淨、安全、平衡”是營

養品的理想目標,而非合成產品保健
。 科學家分析發現野花牌綠蜂膠含有
所有人體必需的大部分維生素,包括維
生素A、B、C、D、E和P等，以及三
十幾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此外,野花
牌綠蜂膠富含至今發現的全部20種的
生物體內構成蛋白質所必須的氨基酸
，包括機體內又能不合成的必須從食

行中補充的全部８種必需氨基酸.它是
一種全天然性活性氨基酸和全維他命
與礦物質,具有無可替代的營養價值。

純天然超強抗氧化：細胞衰老的
一個重要原因是氧化應激，過量的自
由基是健康的大敵。氧化應激加速衰
老，并導致多種機體異常狀態，包括
血糖血脂和血壓異常，多種心臟隱患
和老年病痛等等。因此，抗氧化的物
質具有良好的抗衰老和降低多種健康
問題風險的作用。綠蜂膠是一種純天
然超強抗氧化劑,能有效清除自由基。
其抗氧化損傷能力是維生素C的20倍
，常規藥物的2倍。

超級免疫增強劑：綠蜂膠能夠全
面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中國科學家
報導（Int Immunopharmacol.2004 Jul
）蜂膠提高B淋巴細胞和 T淋巴細胞
活性，促進外周免疫細胞增殖，增加
血清免疫物質含量。韓國科學家（Int
Immunopharmacol. 2004 Mar）同樣
證實，蜂膠顯著增強淋巴細胞活性，
提高機體免疫物質幹擾素-γ、白介

素-2、白介素-4等。日本科學家發現
（Am J Chin Med. 2005）蜂膠能夠活
化免疫系統，並防止放射損害。作為
一種天然免疫增強劑，對抗疲勞與衰
老、增強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抵抗力
，具有顯著效果。

天然抗生素：綠蜂膠被科學家譽為
天然抗生素，是人類迄今發現的最有
效的天然之品。它最顯著的特徵是作
用譜廣泛，對細菌、病毒和真菌的生
長均有抑制作用，但不會像常規抗生
素一樣產生抗藥性。與此同時，聯合
蜂膠增強人體免疫能力的作用，則能
抵禦感冒、腹瀉和其它多種感染。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
美亞太區總代理

Email：operation@royalnatural.us
網站: www.bpropolis.com 網上中

文快捷訂購！

選擇野花牌綠蜂膠就是選擇健康選擇野花牌綠蜂膠就是選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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