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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20日綜合外電報
導）美國政府今天宣布將於11月放寬
對於外國旅客的旅遊限制，完整接種
COVID-19疫苗並接受檢測和接觸者追
蹤的旅客，將獲准搭機入境美國。

白宮防疫協調官齊安茲（Jeff
Zients）告訴記者，這項新措施將於
「11月初」 生效。搭機前來美國的外
國公民將被要求完整接種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齊安茲指出，這項制度是基於個人

，而非基於國家，是更有力的制度；對
於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車輛移動限制
將保持不變。

這項新政策仍將要求所有入境美國
的國外旅客，在登機前出示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以及飛行前3天內進行
的染疫檢測陰性證明。

美國對外國旅客的旅遊限制是在
18個月前發布，當時美國本土爆發疫
情大流行，時任總統川普宣布祭出這些
限令。

美美1111月將放寬旅遊限制月將放寬旅遊限制
完整接種疫苗旅客可入境完整接種疫苗旅客可入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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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zer made an announcement
Monday saying that a Phase 2/3
trial showed its Covid-19 vaccine
was safe and generated a

“robust” antibody response in
children ages 5-11.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uch results

have been released for this age
group. Pfizer plans to submit its
plan to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for
emergency use soon.

The trial included 2,268 people
ages 5 to 11 years old. This trial
used 10-microgram doses,
smaller than the 30-microgram
doses used on older than 16
year olds. It demonstrated a
strong immune response.

Since July of this year, pediatric
cases of Covid-19 have risen
240 percent in the U.S. Pfizer
plans to have a vaccine for
children ages 5-11 available by
Halloween.

U.S. health officials have
emphasized that children are not
just small adults and even those

approaching age 12 should not
be given the larger vaccine
doses available for older people.

This is really great news for all of
us.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many kids have
contracted Covid-19 and made
life very difficult for their families.
Now they might feel a little more
relaxed. For now, almost 29% of
all Covid-19 cases reported in
the U.S. are children under 16.

It has been almost two years
now since we all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pandemic that
has brought us so much pain.
We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scientists who do such a great
job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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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News For OurGreat News For Our
Young KidsYoung Kids

輝瑞製藥公司週一在一項聲明中
宣佈 :经过試驗證明，輝瑞疫苗對三
分之二的五到十一歲的孩童，不但安
全而且有極強的免疫力。

雖然這份报告完整但尚未出爐，
他們會盡快送交美国食品及藥物管理
局進行審批。

據稱，輝瑞是對二千二百六十八
位五至十一歲的孩童進行臨床試驗，
在二十一天的时间里反應非常良好

輝瑞目前只能对十六歲以上的成
人施打，這項突破將是孩童之福音。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預計會很
快会批准这项计划，孩童們在萬聖節

前就可以種上疫苗，目前孩童及嬰儿
之感染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

新冠疫情蔓延開來，對社會及經
濟造成嚴重災情，近二年來，無疫
苗可打的十六歲以下兒童成为疫情之
最大漏洞，感染了上千的孩童，給无
数家庭帶來困擾和煩腦。

今天我們面臨之挑戰仍非常嚴峻
，仍然有近三成的人不相科學研究，
他們不顧別人之苦痛，不願打疫苗
，因而上演了多少悲劇。

孩童們的疫苗總算来了，我們要
感謝那些科技人員之努力，來拯救受
苦受難的大眾。

孩童救星來了孩童救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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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新書新書《《危險危險》（》（PerilPeril））中披露中披露：：美國不想與中國打仗美國不想與中國打仗
作者：趙國材

陸軍上將米利
馬克·亞歷山大·米利（Mark Alexander Milley

，1958年6月20日－），是美國陸軍上將，美國
軍方最高軍事將領、曾任美國第39任陸軍參謀長
，並於2018年被總統川普提名，開始擔任美國參
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但他於2020年美國種族抗議
活動和川普競選連任期間，與川普多次發生分歧
。 2021年6月，已經卸任的川普呼籲他辭職。他
因對川普（Donald Trump）精神狀態十分擔憂，
恐其在任期的最後三個月裡對中國發動戰爭，以
至於兩次秘密致電中國軍方，與中方秘密溝通。
米利曾於2021年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問題上，米
利飽受批評。他被指責因撤軍不力導致塔利班迅
速重奪控制權，以及讓喀布爾機場陷入混亂和爆
炸，造成包括美國軍人在內的大量人員傷亡。

嚴密監視川普的行為舉止
華郵爆料：在確信川普於2020年11月3日總

統大選失敗後，米利上將還向他的助手們承諾，
倘若川普作出極端命令，尤其是動用核彈，不要
立即服從。

當時米利還召集參謀部軍官開會，他表示，
倘若川普下令攻擊，他首先應該被第一個告知。

與會的軍官雙眼緊張地盯著米利，米利要求
所有與會軍官表態，根據兩位元華郵記者，米利
簡直是在要求各位軍官“發誓”。

米利還請求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吉娜•哈斯
佩爾（Gina Haspel），以及美國網路司令部負責人
保羅•納卡索恩（Paul Nakasone），嚴密監視川普
的行為舉止。

第一通電話：保證美國不會攻擊中國
該爆料最初由美國《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

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羅伯特•科
斯塔（Robert Costa）在其出版的新書《危險》
（Peril）中披露，美國米利參謀長主動與中國將領
打電話，保證美國不會攻擊中國。

該書的作者之一伍德沃德曾經是主要報導水
門事件的兩位記者之一。

他們介紹部分爆料內容，其中包括米利參謀
長主動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李作成打電話，保證美國不會攻擊中國。

《華盛頓郵報》根據兩百多位元美國匿名官
員的證詞說，米利最初致電中國是由其對情報的
評估引發的。該評估表明，隨著美國情報部門得
出結論，中國認為美國正準備發動攻擊，美國的
襲擊迫在眉睫，米利參謀長兩次秘密致電北京，
打給中國的兩通電話：第一通是在總統大選前夕
的2020年10月30日，也就是美國大選到來的四天
前。在第一通電話中，米利說 ： 「李將軍，我想
向你保證，美國政府是穩定的，一切都會順利進
行的。」

米利說道： 「我們不會對中國發動攻擊和採
取任何軍事打擊行動。」

「李將軍，我們已經認識五年了。如果我們
要發動攻擊，我會提前給你打電話。」

一個 「不穩定的總統」 出現了精神衰退
兩個多月後，米利第二次與李作成打電話的

直接動因是米利於1月8日收到眾議院議長南茜•
佩洛西（Nancy Pelosi）通話後進行的。

佩洛西問米利： 「防止失控的總統發起軍事

敵對行動或阻止其使用核密碼啟動核戰的可能措
施是什麼？」

「有什麼保障措施可以防止 『一個不穩定的
總統』發動核打擊？」

米利向佩洛西保證，要啟動核指揮系統須經
過 「一系列控製程式」以避免總統濫用核武器。

佩洛西還補充說： 「如果他們甚至不能阻止
他攻擊國會大廈，誰知道他還能做什麼呢？」

「他(川普）瘋了。你知道他瘋了……他昨天
的所作所為進一步證明了他的瘋狂。」

米利回答：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根據《華盛頓郵報》援引的通話記錄，佩洛

西對米利說： 「川普是個瘋子。你知道他瘋了。
」

米利當時向佩洛西保證，系統中有 「眾多檢
查程式」。

報導稱，米利同意佩洛西在電話中所表達的
觀點，認為川普在選舉後出現了精神衰退。

第二次通電話：防止失控的總統發起軍事敵
對行動

第二次通電話發生在國會暴力衝擊事件兩日
後的2021年1月8日，即川普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山
發生騷亂的兩天之後。

米利將軍再次與李作成通話，稱 「事情看起
來可能不穩定……但這就是民主的本質，並告知
： 「李將軍。我們百分之百穩定。一切正常。但
民主制度有時候就是有點亂。」

米利當時還召集參謀部軍官開會，並表示，
倘若川普下令攻擊，首先應該第一個告知他。

米利還請求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吉娜·哈斯佩
爾（Gina Haspel），以及美國網路司令部負責人保
羅·納卡索恩（Paul Nakasone）密切監視總統川普
的行動。

哈斯佩爾與米利將軍都擔心川普對中國或對
伊朗發動襲擊、從而製造危機，以試圖繼續擔任
總統。

有些官員覺得米利的做法越權，但米利深信
他是應該這樣做的，為的是國際秩序不要出現歷
史性斷裂，不要與中國發生事故性戰爭。不要動
用核武器。書中稱，李作成仍有些不安。 」

此前兩天，川普的支持者衝入國會大廈，試
圖阻止對於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敗選的認證
。

儘管米利做出了保證，但他還是非常擔心川
普，以至於當天晚些時候，米利召集高級指揮官
開會，提醒他們發射核武器的程式需要他參與才
能作出決定。

美國政府是強大的，處於控制之中
根據《華盛頓郵報》2021 年 9 月 14 日的報導

，米利在前總統川普2020年選舉失利後，私下主
動兩次致電給中國將領，保證美國不會攻擊中國
。

米利當時召集參謀部軍官開會，他告訴與會
軍官，若是川普下令攻擊，首先第一個應該被告
知的人是他。

當與會軍官雙眼緊張地盯著米利時，米利要
求所有與會軍官逐個表態“發誓”。

根據書中描述，米利在第一次電話中說：
「李將軍，我向您保證，美國是穩定的，一切都

會順利進行。」 「我們不會對中國發動攻擊和採

取任何軍事打擊行動。」
在發生國會山流血事件後，米利將軍兩個月

以後再次與李將軍通話： 「一切正常，民主制度
，有時候就是有點亂。」

書中寫道，米利給負責亞太地區事務的美國
印太司令部司令打了電話，建議推遲軍事演習。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真的有軍事演習被推遲？但美
聯社援引國防部官員說，軍方可能推遲了一項計
畫中的行動，如美國海軍艦艇在太平洋地區自由
航行過境。

於2021年1月6日國會騷亂發生後，米利還與
一些其他國家的軍方領導人進行交談，包括英國
、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的軍方領導。他傳達了類似
的保證，即美國政府是強大的，處於控制之中。
回應：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的辯解

米利的辦公室通過發言人發表聲明為其行動
辯護。

米利將軍發言人戴夫‧巴特勒（Dave Butler）
上校公佈了一份書面聲明說，米利作為總統和國
防部長的最高軍事顧問，是在其許可權範圍內行
事；他與中國將領李作成的通話沒有繞開文職領
導人。

米利在於2020年10月30日和2021年1月8日
與中方和其他人的通話符合這些職責和責任，傳
達美方，以保持戰略穩定。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與其同僚的所有電話，包括那些報告，都是由國
防部和機構間的工作人員進行協調和溝通的。聲
明說： 「為了履行他作為總統顧問和國防部長高
級軍事顧問的職責，米利將軍經常與各軍種的軍
事領導人舉行會議，以確保所有領導人都瞭解當
前的問題。」 「考慮到媒體對這個問題的報導，
關於核武器協議會議是為了提醒五角大樓的軍方
領導人，長期以來建立的強大程式。米利將軍繼
續按照文職控制軍隊的合法傳統，以及他對憲法
的宣誓行事，在其權力範圍內採取行動和提出建
議。」

提供攻擊資訊令人難以置信
前總統川普於2021年9月14日接受媒體電話

採訪時，他否認自己曾打算攻擊中國。川普寫道
， 「我從未想過攻擊中國，中國知道這一點……
事實上，我是幾十年來唯一一位沒有讓美國捲入
戰爭的總統。」

對米利爆料的回應，川普寫道， 「如果報導
屬實，真是很難讓人相信，他給中國打電話，做
這些事情，並願意向“敵對國家”提供攻擊資訊
，或在攻擊之前提供資訊，這就是叛國罪。」他
表示： 「我認為他將因叛國罪受審，因為他背著
總統與中國同行打交道，並告訴中國，他將向他
們通報‘襲擊’。這是不允許的！ 」

川普發佈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聲明，將米利斥
為“蠢貨”，但稱“編造這個故事的人是病態的
”。同時將該事件稱為“假新聞”。

美國的文官治軍和指揮鏈
美國文官治軍，總統是三軍總司令，是否發

動戰爭，決定戰爭是政治，是總統和國會的事，
不是總統職權，總統只有90天許可權。這裡很清
楚：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真正作戰，才是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事。總統下面的是國防部長，
必須退伍5年後才能擔任。事實上，川普時期最後

的代理國防部長米勒，米勒是米利的文職領導，
他表示曾授權米利和中國軍方通話。比較特別的
是美國的各兵種，如海、陸、空軍部的部長都是
文人，甚至還不如國防部長，連從軍的經歷都不
需要。軍人的責任是打仗，軍隊最重要的是服從
命令，基本上是如何打贏戰爭。

結語
《危險》一書的作者爆料：美國參謀長聯席

會議主席米利被兩次繞過前總統川普向中共中央
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打電話：一
次是在總統大選前夕的10月30日；另一次是在發
生國會山事件兩日之後的1月8日。

米利對李作成保證，美國是穩定的，不會對
中國發動襲擊，倘若遇有襲擊的話，會事先警告
中方。

《華盛頓郵報》記者採集了200多位元美國匿
名官員的見證。

該爆料一經披露後，這件事很快得到了證實
，引發軒然大波。

到目前為止，白宮和五角大樓都沒有對爆料
做出回應。對媒體的詢問，白宮發言人卡琳•讓-
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拒絕置評；美國參謀
部也不予置評；美聯社援引一名高級國防官員證
實了書中說法。

作者表示： 「一些人可能認為米利超越了許
可權，自己賦予自己過分的權力。」但是米利深
信他所做的是應該做的，為的是國際秩序不要出
現歷史性斷裂，不要與中國發生事故性戰爭。不
要動用核武器。

不僅是米利本人，美國總統拜登喬·拜登
（Joe Biden）和首位非裔國防部長奧斯汀勞埃德·
詹姆士·奧斯丁三世（Lloyd James Austin III，1953
年8月8日－），都表示米利的行為是職權範圍內
的事，而且繼續信任米利。

奧斯汀曾表示，中國是美國最大挑戰，也承
諾過會確保台灣擁有自我防衛能力，而他上任之
後的首要之務，是確保國防部門的疫情獲得控制
。

25個壞了24個！
福島核汙水過濾器破損 東電未調查原因

綜合報導 日本福島第一核

電站事故不斷，管理方東京電

力公司日前公布，用以過濾核

汙水的“多核素去除設備”

(ALPS)中，25個過濾器有24個

發生破損。事實上，東電2年

前已發現過破損問題，卻沒分

析原因與提出對策，只換新就

繼續用。

福島第一核電站在2011年3

月發生核事故後，1至3號機組

堆芯熔毀，此後東電持續向機

組安全殼內註水以冷卻堆芯，

不斷產生汙水。這些汙水通過

ALPS凈化後儲存在核電站內。

9月 13日，東電在日本原

子能規製委員會會議上匯報了

ALPS過濾器破損事故。據悉，

8月下旬，東電在將核汙染物轉

移到新容器作業期間警報響起

，該公司發現ALPS其中一個過

濾器破損，隨後對其他過濾器

進行檢查，發現有24個破損。

更換過濾器後，部分設備於9

月7日恢復運轉。

法新社指，該過濾器是用

於防止ALPS工作時放射性粒子

外溢到空氣中。東電稱，沒有

發現ALPS所處建築物周圍核輻

射量增加，但也無法否認可能

會有放射性粒子泄漏到核電站

的建築物內。

值得關註的是，東電還匯

報稱該公司早在兩年前就曾發

現ALPS的 25個過濾器全部破

損，但管理層當時僅下令更換，

卻未上報，也未調查破損原因

及采取相關預防措施。

日本原子能規製委員會13

日批評，東電公司“管理存在

極大問題”。委員伴信彥直言，

“除過濾器破損問題外，最根

本的是東電的態度。”對此，

東電方面表示，必須對此事進

行反省，將分析原因，討論根

本性的對策。

實際上，福島第一核電站

十年間多次發生高放射性汙水

泄漏事件。僅今年，核廢棄物

容器已知發生3次泄漏。最近

一次在7月被曝光，兩個存放

核汙染土壤的金屬容器的頂蓋

松動出現縫隙，雨水流入容器

後滿溢，汙染周邊的排水溝。

日媒認為，泄漏可能已發

生數月，放射性物質極可能已

通過河流進入大海。核汙染管

理紕漏不斷引爆日本民眾怒火，

有“推特”用戶抨擊東電“刻

意隱瞞事實、不正當、不誠實”，

不應容忍這樣的企業繼續管理

核電站。亦有網友感嘆，核災

發生已有十年，但仍有很多人

無家可歸，“如果不吸取核汙

染教訓，今後不可能支持自民

黨政府重啟核電。”

三星掌門假釋後首次公開露面：
提前到場迎接韓國總理 滿面微笑

綜合報導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

在首爾三星青年軟件學院與三星掌

門人李在镕舉行座談會，就創造青

年就業崗位進行交流。這是李在镕

被假釋出獄後，時隔32天首次出席

公開活動。

據《韓國經濟》報道，李在镕

提前10分鐘來到會場一樓，親自迎

接韓國總理的到來。現場照片顯

示，兩人見面後微笑碰拳致意。

李在镕在當天作出承諾，稱三

星將在今後3年內額外創造3萬個青

年就業崗位。對此，金富謙表示，

感謝三星這家國民企業作出的果斷

決策。

今年1月，李在镕因行賄案獲刑

2年半，當庭被捕。法院認定，李在

镕向樸槿惠及其親信崔順實行賄

86.8 億韓元（約合 5100 萬元人民

幣），以換取政府支持他繼承

三星集團經營權。8月9日，韓國法

務部宣布，在綜合考慮全球經濟、

國家信用風險等各項條件後，決定

假釋李在镕。8月13日，李在镕獲

假釋出獄。

日本多地地方政府表態：
政客參與“護國神社”有關活動涉嫌違反憲法

綜合報導 岡山縣、熊本縣等

日本地方政府認為，日本政客參

與供奉有二戰戰死日本軍人的

“護國神社”有關活動涉嫌違反

日本憲法。

《朝日新聞》稱，圍繞日本

除東京都外46道府縣的“護國神

社”（供奉有戶籍所在地為當地

的二戰戰死日本軍人），根據有

關機構的調查，有靜岡縣、山

口縣等 7 地的地方政府官員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每年均參

加了當地“護國神社”的例行祭

典。其中，靜岡縣政府宣稱，

參加例行祭典屬於“社會性的

禮節”，不認為這類行為被歸類

為“參拜”。

另一方面，根據調查結果，

除了6地的地方政府沒有給出答

復，有33地的地方政府表示，政

府官員從來沒有出席過任何“護

國神社”的祭典，岡山縣、熊本

縣等多地日本地方政府認為，參

加例行祭典已經屬於參與了“宗

教活動”，涉嫌違反日本憲法，

違背“政教分離”的原則。

據《朝日新聞》介紹，日本

憲法第20條規定，“國家及其機

關都不得進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

任何宗教活動”，該原則被稱為

“政教分離”。《朝日新聞》稱

，日本此前有將軍國主義與神道

教密切結合在一起，以推進戰爭

的先例，該憲法的設立建立在對

歷史的反省之上。

《朝日新聞》稱，針對愛知

縣政府曾利用公款向“靖國神社

”等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

費）一事，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

曾作出判決，認為“縣政府這種

做法在一般民眾看來是在支援特

定的宗教團體”，違背“政教分

離”的原則。

不過，在今年8月15日日本

戰敗日時，防衛大臣岸信夫、日

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等日本高官均

參拜了“靖國神社”且供奉了

“玉串料”。此外，日本自民黨

總裁候選人高市早苗更是叫囂稱

，如果自己能夠出任首相，也將

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針對日本政客參拜“靖國

神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曾表示，靖國神社是日本

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

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

滔天的 14 名二戰甲級戰犯。日

本一些政要在靖國神社問題上

的所作所為，是對歷史正義的

褻瀆，也是對包括中國在內亞

洲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嚴重傷害

，再次反映出日方對待自身侵

略歷史的錯誤態度。

綜合報導 日前，妙瓦底鎮區警局對外

發布一則消息，妙瓦底警方在友誼路高爾

夫球場前，抓捕了一名攜帶槍支外出的男

子。11日當天早上，軍警安保部隊根據線

報，在第（4）街區高爾夫球場前友誼路等

候。

11點45分左右，由妙瓦底警局局長苗

敏梭帶領的警員及第卡拉亞275營軍人，對

來往的可疑人員進行攔截檢查。在對一名

可疑男子進行搜查後，在其身上查獲了一

把9mm型號的手槍及兩枚子彈。

攜帶槍支外出的男子名叫敏貌貌烏，

現年40歲，為馬圭省甘漂村人士。目前，

敏貌貌烏已被帶往妙瓦底警局。警局現以

依據（Ba)239/2021槍支第19條例，依法對

敏貌貌烏立案控訴。

政局動蕩時期，多地軍警安保部隊為

了開展反恐工作，會時不時在主要道路設

卡盤查。無論是否有參與過遊行示威，或

是正在參與示威遊行的民眾，在外出時一

定要核查刪除敏感信息，避免給自己和家

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如若設備內存放有示威遊行相關信息

，將會被抓捕審問。此外，疫情期間外出

需要出示出行相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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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高層內訌？
巴拉達爾：內部無沖突 一切平安

阿富汗塔利班高層發生內部爭執，

沖突雙方為臨時政府代理副總理巴拉達

爾和代理內政部長哈卡尼。還有傳聞稱

巴拉達爾因此受傷甚至死亡。對此，巴

拉達爾回應稱，組織內部無沖突，並表

示他本人一切平安。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官員呼籲世界

與阿富汗塔利班“接觸”，而不是凍結

與其所領導的政府的關系。該官員指

出，在阿富汗尋求和平與穩定是當務之

急，才是各方關註的重點。

阿塔高層內部出現沖突？
據報道，消息人士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透露，爭吵發生在上周，起因是巴

拉達爾對臨時政府的架構不滿。他認為

，塔利班之所以能成功掌權，要歸功於

以他為首的外交努力。

而哈卡尼則堅稱是靠其麾下成員的

攻勢取勝。據悉，在二人發生激烈爭執

時，其下屬也發生了爭吵，但不知是否

發生武力沖突。

此外，還有報道說，最近幾日，巴

拉達爾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面。社交媒體

上傳言稱，巴拉達爾在爭執中受傷，甚

至有猜測說他已經死亡。

對此，阿富汗塔利班駐卡塔爾首

都多哈政治辦事處發言人納伊姆發

布一段巴拉達爾的語音信息，駁斥

了巴拉達爾受傷或死亡的傳聞。俄

羅斯援引阿富汗媒體16日還報道稱，

巴拉達爾在坎大哈接受采訪時回應

稱，其本人一切安好，組織內部無

任何沖突。

巴基斯坦籲世界與塔利班“接觸”
阿富汗塔利班9月7日宣布組建臨時

政府，同時公布部分政府官員名單。但

目前，尚未有國家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

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當地時間15日，巴基斯坦國家安全

顧問優素福(Moeed Yusuf)在伊斯蘭堡發

表講話，呼籲世界與阿富汗塔利班“接

觸”，而不是凍結與其所領導的政府的

關系。

他認為，接觸背後，實質上是為了

尋求普通阿富汗人的利益，並共同建設

性地考慮如何幫助阿富汗。“對我們來

說，在阿富汗尋求和平與穩定是當務之

急，這是我們關註的重點。”

據優素福稱，巴基斯坦已就安全問

題與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舉行了會談。

此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

在重大國家利益前提下可以跟阿富汗

新政府合作。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博雷利 14日則表示，除了與阿

富汗塔利班對話之外，歐盟“別無選

擇”。

此外，阿富汗塔利班臨時政府代

理外交部長穆塔基在記者會上對國際

社 會 提 供 援 助 表 示 感 謝 。 阿 富 汗

塔 利 班 呼 籲 國 際 社 會 繼 續 援 助 阿

富 汗 ，不要將人道主義援助同政治

問題掛鉤。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3日在瑞士

日內瓦召集阿富汗人道主義局勢高級別

部長級會議，呼籲國際社會幫助阿富汗

擺脫經濟困境。據報道，各方承諾向阿

富汗提供總額超過10億美元的人道主義

援助。

希臘14萬青少年已接種疫苗
民航局更新航班防疫要求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919例新冠患者，目前累計

確診620355例；新增死亡31例，累計死亡

14268例。

14萬少年兒童已接種疫苗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馬裏奧斯

•希米斯托克利斯在13日舉行的疫情通報

會上說，過去數天，35歲以下年輕人接種

新冠疫苗的數量有所增加。過去一周有

10.2萬人預約接種首劑疫苗，其中大多數

是年輕人。

他指出，青少年的疫苗接種率增長幅

度非常明顯。過去幾天內，15至17歲年齡

段的青少年中有1.6萬人接種了疫苗，還

有大約13550名12至14歲的兒童接受了疫

苗註射。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截至目前

，共有14萬青少年和兒童接種了疫苗。

從9月14日起，針對免疫力低下的弱

勢群體的新冠疫苗加強針預約平臺正式開

放。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瑪麗亞

•西奧多裏杜表示，加強針可以在最後一

針疫苗接種後的6到8個月內進行註射，

對於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甚至可以在最後

一針註射完成後的4周進行。

兒童進入餐飲室內區域需檢測

希臘政府

發言人伊科諾

穆14日表示，

5歲至 11歲的

兒童必須出示

24小時內新冠

病毒自我檢測

呈陰性的證明

才能進入餐廳

、咖啡廳的室

內區域，因為

在這些場所對

未接種新冠病

疫苗的人有所限製。

對於年齡在12至17歲的青少年，可以

使用疫苗接種證明進入室內場所，若還未

接種疫苗的可持有48小時內的新冠病毒快

速檢測呈陰性的證明即可進入室內區域。

伊科諾穆說，學校已於14日重新開放，

開學前學生們進行了約80萬次自我檢測，只

有1000至1500例檢測呈陽性。

民航局更新國內航班防疫要求
希臘民航局更新了國內航班防疫要求

，根據最新要求，當局將乘坐國內航班需

要持有24小時內自我病毒測試陰性證明的

乘客年齡，從此前的5至11歲調整為4至

11歲。

對於12歲及以上的旅客，在乘坐希臘

國內航班時必須持有以下任何一種證明：

起飛前至少14天之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或48小時內快速檢測陰性證明；或新冠病

毒感染後的康復證明。

4至11歲的未成年人需要持有起飛前

24小時內自我檢測陰性證明。

此外，所有旅客及工作人員到達機場

時，以及在航班飛行期間，都必須佩戴口

罩。如果旅客不戴口罩，則不得登機。航

空公司工作人員必須在登機前對旅客進行

檢查，以確認他們持有乘機必要的相關證

明。

法國南部多地遭遇暴雨洪水等災害
已造成9人喪生

綜合報導 法國南部多個地區最近兩天遭遇暴雨洪水等災害，目前

已經造成9人喪生。暴雨天氣仍在持續，可能造成更多損失。

據報道，已有9人因相關自然災害喪生。他們的死亡地點分別在法

國南部的羅訥河口省和埃羅省。這些遇難者的年齡介於61歲到73歲之

間，死亡原因初步判斷為溺水而亡。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已前往法國南部災區視察，並和當地緊急救

援部門官員會面。他表示，官方對埃羅省和加爾省的災情尤為警惕，接

下來的數日內相關地區仍可能面臨惡劣天氣。

法國氣象部門針對法國南部埃羅省、加爾省、德龍省等8個省份發

布暴雨、洪水、雷暴等災害的橙色警報。氣象部門一度對加爾省發布了

紅色警報。暴雨雲團正在繼續向東南方向推進，可能在未來數日對普羅

旺斯-阿爾卑斯-藍岸大區的多個地方造成影響。

暴雨和洪水令法國南部多個地區的交通受到嚴重影響，很多道路被

浸泡在水中，連接羅訥河谷和馬賽地區的A9高速公路交通一度中斷。

救援人員表示，在這條高速公路上已進行了60次直升機救援和450次安

全幹預。加爾省政府透露，從該省省會尼姆到埃羅省省會蒙彼利埃的鐵

路交通仍然中斷。

法國政府發言人阿塔爾表示，目前仍有750名消防員在加爾省幫助

災區民眾。他對救援人員的工作表示感謝。阿塔爾還表示，加爾省下周

將進入自然災害緊急狀態。

希臘新冠疫苗接種率較低
10月中下旬或迎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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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達622761例；新增死亡病例37例，累計

死亡達14311例。

據報道，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院聯合會主席帕格尼表示：“到8月

底，我們沒能實現覆蓋80%人口的疫苗接種率。現在學校已經開學，我

們還必須說服家長們讓孩子接種疫苗。”她建議在征得孩子父母同意的

前提下，在學校為學生們接種疫苗。

希臘疫苗接種率較低的現象還反映在特定職業的工作人員身上。希

臘公民保護部部長西奧多裏卡科斯14日稱，仍有22%的警察未接種疫苗

。不過，他相信隨著疫苗接種工作的持續進行，未接種疫苗的警員也將

很快預約並接種。

他說：“警員中不少人是年輕人，許多年輕人認為，新冠病毒對他

們的威脅不大，但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將繼續做好針對年輕人的疫苗接

種工作。”

官方數據也顯示，本輪疫情對年輕群體構成了很大威脅。根據臘國

家公共衛生組織主席阿庫瑪尼亞斯提供的數據，20%至25%的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屬於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他說，希臘社會需要有更多的人註

射疫苗，才能更好地大範圍遏製病毒傳播。

此外，他指出，希臘疫情處於衰退期，所有指標都在下降，上周的

新增新冠感染病例比此前一周減少了24%。但隨著更多社會和經濟活動

的恢復，未來幾周的疫情趨勢仍然難以預測。

雅典大學分析化學教授托馬伊迪斯表示，根據對城市汙水病毒含量

的檢測結果，預計希臘將在10月中下旬迎來新一波疫情，屆時每天新增

的新冠感染病例可能到達5000例。他說：“盡管目前希臘疫情形勢平穩

，但預計短期內傳染率將會明顯增加。”

IUCN更新瀕危物種紅色名錄：38543個物種面臨滅絕威脅
綜合報導 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IUCN)更新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在IUCN評估的138374個物種

中，38543個物種面臨滅絕威脅。

IUCN總幹事布魯諾· 奧博

勒當天表示，更新的瀕危物種

紅色名錄表明，人類生活與生

物多樣性問題越來越緊密交織

在一起。他指出，世界自然保

護大會正在舉行，與會國家和

相關方必須抓住機會加強生物

多樣性保護，努力實現具有約

束力的目標。

奧博勒還表示，盡管海洋生

態面臨越來越大的

壓力，但如果各國

真正致力於可持續

發展的做法，物種

可以恢復。在更新

的瀕危物種紅色名

錄中，IUCN重新評

估了商業捕撈最多

的七種金槍魚品種

，由於各國實施可

持續的捕撈配額並打擊非法捕

撈，有四種金槍魚品種顯示出

復蘇跡象。

IUCN還對世界上的鯊魚和

鰩魚物種進行了重新評估，顯

示37%的鯊魚和鰩魚面臨滅絕

威脅，主要原因是被過度捕撈

，同時還受到棲息地喪失、氣

候變化等問題的進一步影響。

世界現今已知最大的蜥蜴

——科莫多巨蜥在 IUCN瀕危

物種紅色名錄中從“易危”變

為“瀕危”。據介紹，該物種

是印度尼西亞的特有物種，僅

出現在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

科莫多國家公園極其附近地區

。該物種正日益受到氣候變化

的影響，預計全球氣溫上升將

導致科莫多巨蜥的適宜棲息地

在未來45年內減少30%。

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根

據物種數目的下降速度、物種

總數、地理分布等規則分類，

最高級別是“滅絕”，然後依

次是“野外滅絕”，“極危”

，“瀕危”和“易危”等。在

IUCN評估的138374個物種中，

902個物種被列為“滅絕”，80

個物種被列為“野外滅絕”，

38543個物種面臨滅絕威脅。

世界自然保護大會9月3日至

11日在法國舉行，大會由法國政

府和IUCN共同主辦，主題為“同

一個自然，同一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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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19日再次就債務問題發出警告
稱，如果美國國會不迅速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或暫停其生效，聯邦政府將在今年10月出現債
務違約，這會造成廣泛的“經濟災難”。她認為一旦出現債務違約，那麼在美國擺脫這場危機
時，“也就會成為永久性的弱國”。

正因為債務違約所導致的後果極為嚴重，耶倫也同時表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國會曾
在兩黨的支持下三度“悄無聲息”地暫停債務上限，因此，這次也應該“沒問題”。她說道，
“國會應該會再次採取行動，但要盡快”。

耶倫此前就曾在9月8日向美國國會發出警告稱，留給美國避免“經濟災難”的時間已經
不多了。她還提到，哪怕最後僅僅只是“接近違約”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

“自1960年以來，美國國會曾80次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如今，國會必須再次這麼做。”
耶倫19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WSJ）上刊登評論文章說，如果美國國會選擇不提高債務上
限或暫停其生效，美國財政部的現金餘額將在10月某個時候“下降至不足的水平”。屆時，美
國聯邦政府將無力支付賬單，而美國也將出現債務違約。

她寫道，美國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經濟學家和財政部官員已達成“壓倒性共識”
（overwhelming consensus），一旦美國出現債務違約將會導致廣泛的“經濟災難”。她預測稱
，屆時數百萬美國人將變得“手頭很緊”，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也將暫停，軍人也將面臨“停薪
”困境……到時美國將無法履行責任和義務。

“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很可能引發一場‘歷史性的金融危機’，從而加劇新冠疫情為美國帶
來的持續性經濟損傷。債務違約還可能引發利率飆升、股價急劇下跌和其他的金融動盪。”耶
倫稱，“當前美國的經濟復甦可能會逆轉成為衰退，也將喪失數十億美元的經濟增長和上百萬
個就業崗位。”

“當我們擺脫這場危機時，也就成了永久性的弱國”，耶倫如此嚴厲地發出警告。
不過她隨後也寫道，“在上屆政權期間，在兩黨的支持下，美國國會曾三度‘悄無聲息’

地暫停債務上限。”因此她認為這次也應該“沒問題”，“國會應該會再次採取行動，但要盡
快”。

“拖延和違約都是不可容忍的”，她敦促美國國會盡快行動提高債務上限或暫停其生效。
她還提到，2011年的債務上限問題曾將美國推向危機邊緣，導緻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股
市也嚴重下挫，並造成持續數月的金融動盪。她表示，美國剛剛走出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
，不能再讓自己陷入完全可以避免（entirely avoidable）的危機。

早在10年前，美國就曾面臨過一次嚴重的債務違約危機。 2011年5月16日，美國債務達到
14.3萬億美元法定上限，但國會兩黨卻遲遲未能達成新的預算和債務協議。直至同年8月2日違
約期限前數小時，美國國會才通過提高債務上限的法案並交由時任總統奧巴馬批准。

耶倫也並非是第一次發出警告。 9月8日，她就曾向美國國會發出警告，稱財政部持有的
現金和非常規措施很可能在10月耗盡，屆時美國政府將無法履行其支付義務。耶倫表示，雖然
財政部受疫情撥款等複雜因素影響還無法確定美國債務違約的具體時限，但留給美國避免“經
濟災難”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她同時還稱，債務違約會對美國經濟和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哪怕最後
僅僅只是“接近違約”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

根據美國財政部的定義，債務上限是指美國政府根據國會授權為了履行現有法定義務而能
夠舉借的債務總額，這些法定義務包括社會保障、醫療福利、軍餉、國債利息、退稅以及其他
開支。一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

根據美國國會2019年通過的跨黨派預算法案，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在暫停兩年後已於今年8
月1日恢復生效，美國財政部從8月2日開始採取“應急現金保護措施”（emergency cash-con-
servation steps）這一非常規措施，為聯邦政府提供臨時性融資。

另據《國會山報》（The Hill）17日報導，白宮當天也警告稱債務違約風險可能引發經濟衰
退並導致聯邦援助計劃的中斷，“如果美國（政府）不履行其債務，其連鎖反應將波及美國全
國各州和城市。”

“正因為後果嚴重，所以美國政府發生這種債務違約的概率非常低。”美國景順集團總經
理李山泉18日對第一財經分析稱，“美國的債務違約問題之所以總被拿出來老生常談，是出於
政治考量，是美國兩黨政治作秀的必然結果。因為美國兩黨希望利用潛在的債務違約作為要挾
對方的手段，以此達到某種政治上的訴求。”

不過他同時提到，“儘管業內人士普遍不會擔心債務違約會真的發生，但市場仍多少會受
到一些影響，因為沒人知道兩黨之間的‘討價還價’是否會玩過頭，或者說在這個過程中會造
成怎樣的創傷。”

（綜合報導）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報導，得
州當地警方介紹，一架軍用飛機週日（9月19日）晚間
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社區墜毀，損壞了三座房屋並導致
居民無家可歸。

墜機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上午11點15分左右，位
於得克薩斯州沃斯堡聯合儲備基地東北方向約2英里。

美國海軍已經確認這架飛機是得克薩斯州金斯維爾
海軍航空站的第二訓練航空隊的T-45C“蒼鷹”噴氣
式教練機。

兩名飛行員在墜機前自行彈射逃生。沃斯湖警察局
局長馬努沙吉安說，其中一名飛行員的降落傘被電線纏
住，另一名飛行員也在附近被發現。兩名飛行員已被送
往醫療機構進行評估，目前情況穩定。

據海軍航空訓練部部長說，這架飛機當時正在進行
例行訓練飛行，從科珀斯克里斯蒂國際機場出發。

報導稱，受損房屋的居民無處安身，一個紅十字會
小組在現場幫助他們。目前沒有人員傷亡的報導。當地
多個機構，包括警察和消防部門都在現場協助工作。

警方在當天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墜機地點周圍
的兩到三個街區的電力被切斷，預計將持續幾天沒有電
力，大約60到70戶居民受到影響。

沃斯湖消防局局長瑞安•阿瑟說，有幾處房屋受到
輕微損壞，但鑑於墜機當時的狀況，“情況可能會更糟
”。

墜機地點距離一所中學大約一個街區的地方，但預
計學校的教學工作不會受到影響。沃斯湖警方要求任何
發現殘骸的居民將其留在原地，並撥打該部門的非緊急
電話。

報導稱，墜機事故的確切原因仍然未知。調查人員
目前仍在現場進行調查。

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美國一軍機墜毀損壞多所房屋 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飛行員墜機前跳傘逃生

債務違約將引發一場歷史性金融危機，並會永久削弱美國

（綜合報導）最新民調顯示，超過50%的美
國人認為拜登領導下的美國“不那麼團結”。

報導稱，54%的登記選民認為，自拜登於
2021年1月20日上任以來，美國變得更加分裂，
37%的人認為美國變得“更加團結”。在1002名
受訪者中，只有 7%的人認為，從唐納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入主白宮到拜登(Biden)上台後，情
況沒有變化，3%的人表示不知道。

在民調中出現這個問題的同時，拜登在幾個
方面面臨著一系列批評，比如他在阿富汗撤軍問
題上的處理方式、肆虐的南部邊境危機，以及他
未能像之前承諾的那樣在9月中旬通過加強接種
新冠疫苗。但拜登沒有直面這些問題，而是於 9
月19日前往他在特拉華州里霍伯海灘的家。

雖然美國選民對拜登堅持團結的做法並不滿
意，但大多數人認為他仍關心大多數美國人，並
選擇支持他。然而，這一數字正從2020年10月的
56%下滑至現在的51%。根據調查，這種轉變主要

歸因於獨立選民支持率下降了15個百分點。
在不同的問題上，拜登在處理新冠病毒大流

行方面排名最高，支持率為55%，不支持率為44%
。與8月份的同一民調問題相比，這個數字基本
沒有變化。該調查於9月12日至15日進行，此前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顧問委員會否決了輝
瑞向公眾提供加強疫苗的建議，使拜登未能於 9
月20日前批准該建議。相反，他們只向65歲及以
上的老年人和有更高機率感染這種疾病的美國人
推薦接種新冠增強劑--比如已經存在的疾病或風
險更大的工作環境。

報導稱，拜登令人沮喪的支持率還來自對阿
富汗撤軍的處理方式。這次撤軍導致13名美國軍
人死亡，數百名美國人被困。民意調查顯示，只
有36%的選民支持美軍全部撤離，而60%的人不贊
成。另外，選民對他處理美國經濟復甦的方式也
普遍存在分歧，50%的人支持，49%的人不支持。

美國危機四起美國危機四起，，超半數美國人認為美國不再團結超半數美國人認為美國不再團結



AA66
星期二       2021年9月21日       Tuesday, September 21, 2021

中國社會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2

4科學家受訓 將登太空站
航天員分三類：駕駛員 飛行工程師 載荷專家負責科研

●●嫦娥四號地形地貌相機中科院光電技術研究所研製團隊早年在裝調嫦娥四號地形地貌相機中科院光電技術研究所研製團隊早年在裝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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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福建廈
門疫情管控進一步升級，當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指揮部18日連發四通告，實行全市居民小區（村）閉
環管理，地鐵、公交等公共交通限流運行，餐飲取消
堂食，以及全市暫停舉辦展覽、商業性質會議、展銷
等聚集性現場活動。目前廈門已啟動第二輪全員核酸
檢測。

目前，福建疫情趨緩，新增病例有所下降。據官
方通報，9月17日全天，全國新增本土病例31例均在
福建，其中莆田市21例、廈門市8例、漳州市2例，另
有6例由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泉州無新增病
例。

自9月10日以來，福建省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
292例，目前住院292例，無死亡病例；現有本土無症
狀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離醫學觀察3例（莆田市3
例）。

針對本輪疫情，福建省疾控中心對陽性感染者進
行病毒基因組測序，已出結果的56例病例，分析均為
Delta變異株，均屬同一傳播鏈。漳州報告的本地確診
病例，經流調，為本次廈門同安疫情的關聯病例。目
前，福建疫情仍呈仙游小學、鞋廠，同安工廠密集分
布特點，廈門除同安區外，其他地區出現多點零散分
布。

引導師生就地過節
18日，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總部封閉、廈門第

三醫院暫停普通門急診服務、思明區開元街道社區衞
生服務中心暫時停診。同時，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宣布將逐步解封。此前，該院於9月13日暫停門急
診。

臨近中秋國慶雙節，福建省教育廳亦發文通知，
引導師生員工就地過節，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不
出縣、不出校。福建全省亦暫停經營跨省團隊旅遊及
“機票+酒店”業務，同時要求今後福建省只要出現中
高風險地區，旅行社應立即熔斷跨省地區旅遊。

截至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稿，全國共有疫情高中風
險地區為4+21個，均在福建。其中高風險地區莆田1
個，廈門3個，中風險地區莆田12個，廈門5個，泉州
3個，漳州1個。截至9月16日24時，福建全省共排查
出該省疫情發生地流出人員140,865人，均依法落實集
中隔離、居家隔離以及健康監測、核酸檢測等健康管
理措施。

疫情或國慶前受控
南開大學黃森忠團隊在《關於福建省新發新冠肺

炎疫情的研判簡報（2021.9.17）》中分析指，福建本
輪疫情分為莆田泉州鏈和廈門鏈，總體趨勢向好。但
仍需謹慎樂觀，嚴防反彈。該研判報告顯示，目前莆
田泉州鏈的時效繁殖數值是0.47，呈現連續下降趨勢。

“這說明莆田泉州的疫情是處在受控狀態下的。”
雖然黃森忠認為理想狀態下福建本輪疫情在國慶前能得
到控制，但他亦指，“漳州16號出現確診病例，說明下
周疫情發展可能會出現‘偏軌’的情況，即出現較大的
反彈破壞了原來向好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空間應用系統總指揮、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工

程與技術中心主任、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高銘日前表

示，科學家未來將進入中國太空站工作。目前，中國已

選拔4位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載荷專家，正在航天員中心

接受訓練，會在太空站進入運營階段之後陸續開始工

作。她還透露，中國太空站的艙內會有超過20個實驗

櫃，在三個艙段的外側，會有3個大型載荷掛點和2個艙

外暴露平台，已在太空生命科學與人體研究、微重力物

理科學、太空天文與地球科學，以及太空新技術與應用

等4個重要領域制定系統、長期的規劃，並將研製一大批

科學研究設施，支持在軌開展1,000餘項研究項目。

高銘在接受《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專訪時透露了上

述信息。她表示，中國計劃在明年6月底前發
射實驗艙I“問天”，明年9月底前發射實驗
艙II“夢天”，屆時，太空站組合體將建造
完成。未來如果有需要，也可在這個基礎上
進行適當擴展。此外，中國太空站工程巡天
望遠鏡（CSST）將於2024年發射升空，它
會與太空站保持一定的距離，共軌獨立飛
行，但是每隔兩到三年，或者在需要的時
候，它會停靠在太空站上，由航天員進行維
護和升級。

地面實驗基地料年底投用
高銘透露，中國正在北京懷柔科學城建

設面向太空站的地面實驗基地，預計在今年
底投入使用。太空站地面實驗基地非常重
要，不僅可以開展前期的項目培育，在太空
研究的前、中、後期都可發揮重要作用。太
空站和地面實驗基地將形成一個天地協同的
開放系統，為空間科學研究提供最好的實驗
條件。

對於未來是否將有科學家進入太空站，
高銘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她表示，太空站中
的航天員主要有三類，一類是航天駕駛員，
一類是航天飛行工程師，還有一類是有科學

研究背景的載荷專家。首批神舟十二號三位
航天員在科學實驗方面可以進行一些人機協
同的操作，包括更換樣品、實驗操作等，他
們還會作為工程師，承擔一部分儀器維護、
維修的工作，以及開展艙外操作，包括艙外
設備安裝與維護、巡天望遠鏡的維護等。載
荷專家的工作主要就是科學研究，他們有空
間實驗相關的科學背景，可根據太空實驗條
件和實驗結果來靈活地調整實驗設計，在太
空站中更好地掌握實驗進程。中國目前已經
選拔了4位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載荷專家，正
在航天員中心接受訓練，會在太空站進入運
營階段之後陸續開始工作。

中國載人航天願與他國合作
高銘還表示，中國太空站原則上可以接

受外國航天員，中國載人航天一直都保持着
對外開放、合作共贏的基本原則，願意和其
他國家進行合作。目前，已經有一些國家表
達了這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在中國的太空站
上進行太空科學研究。

對於中國載人航天未來的計劃，高銘表
示，太空站將運行十年以上，可以工作到
2035年左右。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持續開展
載人月球探測方案的深化論證，相關研究工
作正穩步推進，不遠的將來將會實現載人登

月，長遠的目標是建立月球基地。在更加遙
遠的未來，希望能將載人空間探測推向更加
遙遠的深空。

天舟二號完成繞飛和前向交會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發布消息，北京時間
2021年9月18日10時25分，天舟二號貨運
飛船從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分離，並
繞飛至前向端口完成自動交會對接，整個過
程歷時約4小時。目前，空間站天和核心艙
與天舟二號貨運飛船組合體狀態良好，後續
將先後迎接天舟三號貨運飛船、神舟十三號
載人飛船的訪問。

▶16日，天舟
三號貨運飛船
與長征七號遙
四運載火箭組
合體轉運至發
射塔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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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傳首批客製標籤輝瑞BNT（Pfizer-BioNTech）疫苗可望22日抵台，永齡基金會今
天表示，首批客製標籤BNT疫苗在歐洲已可起運，正協調航空公司運送。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持續到貨與接種，第9輪疫苗已可提供BNT與高端疫苗
，外界關心BNT疫苗後續到貨時程，最近更傳出首批客製標籤BNT可望22日抵台，到貨數量將
介於70萬至80萬劑。

對此，永齡基金會指出，首批客製標籤BNT疫苗在歐洲已可起運，但由於本週盧森堡航空滿載

，正協調其他航空公司，確認班機後另行通知。
由台積電、鴻海暨永齡基金會、慈濟基金會共同捐贈的1500萬劑BNT疫苗，已完成檢驗封緘並

放行，首批93.2萬劑已於2日抵台，但並無客製標籤，曾引發關注。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日前透露，首批客製標籤BNT有望在中秋節左右抵台，後續預計採每週70萬

至80萬劑數量 「週週到貨」，盡快達成本年度800萬至900萬劑的目標量，且正在努力爭取更多數
量今年抵台。

(綜合報道）指揮中心今天表示，有條件開
放會展活動。外貿協會指出，有望10月中旬就
會開辦實體展會，10月到12月總共規劃辦理13
場實體展會，已陸續向台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
府提送防疫計畫書。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表示，9月21
日到10月4日維持全台二級警戒，但將有條件
開放會展活動辦理。會展場館及會展主辦單位

可配合新的 「會議及展覽場館防疫管理措施」
規定，辦理各種會議或展覽活動。

貿協表示，目前10月到12月總共規劃辦理
13場實體展會，已經陸續向台北市政府與高雄
市政府提送防疫計畫書申請辦展。

貿協指出，10月部分，目前最早的是台灣
國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將在10月14日台北南
港展覽館2館登場，後續則有10月20日開跑的

台灣國際智慧移動展，還有10月28
日的高雄國際食品展以及高雄國際
飯店、餐飲暨烘焙設備用品展。

貿協指出，會透過4項作法協助
台灣會展業者，包括配合相關防疫
措施，讓辦展順利進行；協助台灣
專業展覽籌組公司使用 「展覽網站
及線上展互動式公版」，辦理虛實
融合（OMO）的展覽；透過駐外
辦事處，積極邀請國外買主來台或
線上觀展，幫助廠商開拓商機。

此外，貿協指出，會持續協助業者參加海
外重要會議及獎勵旅遊活動，提前布局疫後會
議與獎勵旅遊來台的第一波商機。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
為了讓會展活動兼顧防疫，活動主辦單位必須
在活動3週前報送經地方政府核可的防疫計畫，
給場館管理單位審查。

貿易局指出，會展場館與從業人員也要求
自主防疫管理措施，例如，場館從業人員必須
進行造冊，應有6成以上已完成施打第1劑以上
疫苗、從業人員分流上班計畫，以及會展場館
環境清潔消毒，場館每2小時應定時進行新鮮空
氣換氣作業等。強調應變計畫應該確實造冊，
並且逐日即時更新。

貿易局表示，會議及展覽容留人數上限，應
以總面積除以2.25平方公尺計算，會議須採梅
花座，展覽使用的總攤位面積以租用的展區面
積40%為上限。

貿易局指出，先前許多展會因為疫情都有改
成線上進行或是延後檔期，這次放寬相關規範
後，希望業者儘早送出防疫計畫，後續若有業
者有興趣再來申請辦展，日期可能也需要多方
討論協調。

會展活動有條件開放
貿協：10月中有望辦實體展

2050年淨零轉型 經部設定中油轉型氫能供應商

解除禁行機車與兩段左轉解除禁行機車與兩段左轉 交通部交通部：：尊重地方規劃尊重地方規劃
台灣已有縣市開始試辦取消內側車道禁行機車及開放機車直接左轉台灣已有縣市開始試辦取消內側車道禁行機車及開放機車直接左轉，，但是否解但是否解

除禁內側車道行機車與兩段式左轉除禁內側車道行機車與兩段式左轉，，交通部尊重地方政府的交通管理規劃交通部尊重地方政府的交通管理規劃。。

首批客製標籤BNT將抵台永齡：協調航空公司運送

(綜合報道）企業製造朝向碳中和目標，政府單
位也力拚淨零轉型，經濟部旗下2大國營事業中油、
台電為排碳大戶，同樣面臨綠色轉型。經濟部正設定
中油未來經營朝向氫能供應商；至於台電則全力發展
儲能系統。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國
營事業多屬基礎工業，台電、中油是排碳大戶， 「從
他們開始，絕對是對的」。根據規劃，中油將轉型為
氫能供應商，年初已成立先進觸媒中心，研發先進材
料及減碳觸媒。

他指出，雖然氫能技術尚未成熟，應用上仍有
很多想像空間，現階段已有各國研究與開發，都是很
好的參考範本；技術研究就如同種下一顆種子，注入
心血栽培，最終會等到開花結果的一天，如同幾十年
前，也難以想像離岸風電在這幾年蓬勃發展。

按照期程，中油的氫能供給將採三步驟進行，
第一階段仍以 「灰氫」為主，第二階段為 「藍氫」，
最終為 「綠氫」。經濟部能源局副局長李君禮說，傳
統化石燃料、天然氣在產氫的過程中，會排放二氧化
碳，所以叫做灰氫。

藍氫則是在灰氫產出後，利用碳捕捉技術將碳
拿走，可能存起來或加工；綠氫的製程完全不含二氧
化碳，依現行的技術，再生能源產電後，再透過電解
水方式得到氫，過程相當耗能，成本非常高，目前透
過研發盼能降低生產成本。

至於台電，曾文生表示，路徑很清楚，要朝低碳

電力技術發展，並在2025年要達到燃氣占比50%、燃
煤30%、再生能源20%的 「532」架構，再循序漸進，
隨著碳捕捉技術成熟、電動車使用愈來愈多，無碳能
源就能逐步替代低碳能源。

攤開二氧化碳產出結構，高達90.4%屬於能源排
放，僅有9.6%來自非能源，像是科技產業製程會使用
特殊氣體等。在9成的能源排放當中，又有56.4%來
自電力；34%則是其他能源，多為汽機車燃料所產生
。

因此，再生能源必須極大化，但因再生能源有
其侷限性，要穩定供電就必須整合電力系統與儲能，
「儲能設備跟再生能源如何匹配，是下階段要做的工

作」。
台電發言人張廷抒說明，2025 年前將建置

1000MW儲能系統，將在台電自有場地建置160MW
，向儲能業者採購840MW，台電電力交易平台在今
年7月成立，以競價方式進行，有多家業者表達有意
願投入。

距離2050年仍有將近30年的時間，曾文生說，
風電、光電、水力發電等再生能源技術已漸成熟，在
台灣可率先應用，並快速發展與在地化。新的技術則
要積極推動產業化，創造商機，就目前狀況來看，最
有潛力的是地熱及海洋能。

曾文生說，在2025 年時，再生能源的占比要提
高到20%，而這比例會不斷提升，進而達到 「淨零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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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在麻省总医院，我们致力为大家提供
最高质量安全的医疗保健服务，
您的信心与健康永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请浏览我们的中文网站 
massgeneral.org/cn

麻省总医院
官方微博

麻省总医院祝愿大家
有一个美好温馨的中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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