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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定義世衛定義COVIDCOVID長期症狀長期症狀 常見氣短及認知問題常見氣短及認知問題
（中央社紐約7日綜合外電報導）部分COVID-19染疫痊癒

者面臨長期的後續健康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HO）本週針對
這種 「COVID長期症狀」 （long COVID）的定義發布說明。

科學家仍在努力瞭解相關後遺症，以下是路透社整理的重點
。
● 世衛如何定義 「COVID長期症狀」 ？

從確診當下或可能感染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
3個月內通常會開始出現至少一種症狀，至少持續2個月，且無
法透過另一種診斷來解釋，症狀有可能在染疫期間出現，也可能
是在患者急性症狀痊癒後才首度出現，世衛將這種狀況定義為
「COVID長期症狀」 。

最常見的持續性症狀為疲倦、呼吸急促和認知問題，其他還
包括胸痛、嗅味覺失靈、肌肉無力和心悸。COVID長期症狀通常
會影響日常功能。

世衛的定義可能會隨著新證據出現及更加瞭解COVID-19的
結果而改變；孩童的COVID-19長期症狀也可能有不同定義。
● COVID-19長期症狀有多普遍？

受影響的確切人數目前還不得而知。英國牛津大學針對逾27
萬名染疫痊癒者進行研究，發現37%的人至少有一種長期症狀，
而曾經需要住院治療的人更有可能出現症狀。

另一項美國哈佛大學針對逾5萬2000名已痊癒的
COVID-19輕症或無症狀患者的研究顯示，長期症狀更
有可能影響65歲以下的族群。
● COVID-19長期症狀的相關研究還顯示了什麼？

中國研究人員在公布於醫學雜誌 「刺胳針」 （The
Lancet）的研究裡指出，20%到30%的中度病症患者及
高達54%的重症患者在出院12個月後仍有肺部問題。

哈佛研究也發現，與從未染疫的人相比，有COV-
ID-19病史的人新診斷出糖尿病和神經系統問題的情況
更常見。
● 罹患COVID-19長期症狀能否痊癒？

許多COVID-19長期症狀會隨著時間消除，不管當
初COVID-19的病情輕重。根據 「刺胳針」 刊登的研究
，68%的人在染疫後6個月至少還有一種症狀，到了12
個月時比例下降到49%。

世衛指出，COVID-19長期症狀會隨著時間改變，
且有可能在初步改善後又捲土重來。
● COVID-19疫苗是否有助對抗長期症狀？

一些小型研究顯示，部分患有COVID-19長期症狀的人在接
種疫苗後症狀有所改善。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認為

還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判斷接種疫苗對COVID-19長期症狀的效
果。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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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澳大利亞海軍
直升機機隊將放棄歐洲製造的
MRH90大班機型，改用美國製造
的“海鷹”直升機。這筆軍售交
易也被指凸顯了澳大利亞的國防
管理不善。

據報導，2021 年早些時候，
澳國防軍停飛了海軍和陸軍現役
的 全 部 47 架 大 班 直 升 機 。
MRH90 機型於 2006 年服役以來
，一直存在諸多技術問題，比如
機門太窄影響開火射擊，澳軍隊
最近不得不租用臨時直升機用於
訓練和非戰鬥運輸任務。

美國防安全合作局日前透露
，已經批准向澳大利亞出售12架
“海鷹”直升機及相關防務設備
，以取代澳海軍的6架空客製造的
MRH90大班直升機。這筆交易價
值13億澳元。

澳大利亞影子防長助理帕特
•康羅伊認為，這筆軍售交易凸
顯澳大利亞國防管理不善，浪費
納稅人的錢。 “澳政府曾斥資37
億澳元購買MRH90大班直升機，
現在又要讓納稅人損失13億澳元
。”截至目前，澳國防部尚未就
這筆軍售發表評論。

澳大利亞擬斥資澳大利亞擬斥資1313億澳元購美海鷹直升機億澳元購美海鷹直升機

（綜合報導）緬甸通訊運營商Mytel企業，在多地設立的通訊信號塔被炸毀。數據顯示
，9月4日~10月7日，已有120座通訊塔被炸毀，預估損失金額接近200億緬幣。

據國內一名通訊工程師表示，被炸毀的通訊信號塔造價昂貴，一座信號塔的價值在1.5億
~2.5億緬幣之間。一個月時間內，馬圭、實皆、曼德勒、伊洛瓦底、勃固、仰光、克欽、孟
邦、欽邦及撣邦等地，已有127座信號塔被炸毀，其中120座為Mytel信號塔、另外7座為其
他運營商的信號塔。

10月7日，馬圭省耶塞玖鎮區一座通訊塔發生了爆炸，3名前來為通訊塔電機加油的工作
人員被炸傷。因為發生了多起炸彈襲擊事件，通訊塔附近有軍警安保人員在定時巡邏。為避
免發生不必要的麻煩，當地民眾也被告知禁止接近通訊信號塔。

實皆省勃勒鎮區一名當地民眾表示，由於發生了多起信號塔被炸事件，安保部隊自然就
加強了警戒工作。

英國發出警告英國發出警告，，今冬恐有今冬恐有66萬人萬人
死於流感死於流感，，打疫苗迫在眉睫打疫苗迫在眉睫

（綜合報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
）將發起其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流感疫苗接種活動
，目標是在今年冬天為3500萬人接種，佔英國總
人口的一半以上。

據 BFM 電視台報導，英國《衛報》指出英
國公共衛生服務當局的目標是在今年冬天為3500
萬人接種流感疫苗，佔英國人口的一半以上。

英國專家認為，新冠疫情期間相關的健康限
制削弱了部分人群對流感病毒的免疫力，但隨著
防疫措施的放鬆，校園、辦公室的重新開放，人
群的流動與去年相比將明顯增加。在即將到來的
冬天，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將會同時傳播。

英國醫學科學院對此進行了建模研究，結果
顯示今年冬天流感病毒可能會導致 15,000 至 60,
000人死亡，預計死亡人數是該國正常年份的兩

倍。
為防止上述情況發生，英國公共衛生服務當

局已經開始推行冬季流感疫苗運動，將在近期為
衛生工作者接種流感疫苗，並敦促孕婦，50歲以
上以及高危脆弱人群盡快預約，免費接種。

英國衛生安全局首席執行官珍妮•哈里斯博
士（Jenny Harries）表示：“我們正面臨一個充
滿挑戰的冬季，但只要符合條件，都可以通過接
種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來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
”

目前，英格蘭已有170萬人接種了第三劑新
冠疫苗。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確保，
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人們可以在同一個預約期間
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緬甸一個月內有緬甸一個月內有120120座通訊塔被炸座通訊塔被炸，，損失金額近損失金額近200200億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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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0月8日，中日首腦進行了30分鐘通話，一句“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似乎直接戳中了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的心坎兒。中國和日本毗鄰，切實維護兩國關係
，才真正符合兩國人民的切實利益。這對推進世界和平，繁榮發展也是一件好事。

中方立場客觀明確，不偏不倚，且看中日首腦通話後，岸田文雄是如何選擇的。
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中方對他也算是相當重視，在他當選首相的第一

時間，就送去了賀電，8日當天，又通了一次電話。
先祝賀再電話，接連2次互動，體現的正是加強中日對話的意思。新加坡媒體評價

稱，岸田文雄執政，推進改善對華關係，對他來說將是一大“加分項”。所以他需要好
好想想，如何抓住這個好機會。

8日這一天，岸田文雄也是相當忙，當天下午他發表了任內的首次施政演說。過去
歷任日本首相的首次施政演字數，平均都是7000字，岸田文雄的少了點，是6900字。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演說稿是提前寫好的，在8日之前,就有知情人士透露，岸田文
雄要在施政演說上提中國。所以有人就想到了，會不會是在中日首腦通話後，岸田文雄
臨時把演說稿刪減了一部分，而刪減的恰恰可能就是那些要提中國的，盲目挑釁的詞句
。

這還真有可能。首先，中日首腦會談中，感受到自己如此受重視，岸田文雄回應稱
，中日關係正在向新時代邁進，表示願意和中方一起，為推進符合新時代要求，和更具
建設性的中日關係做出努力。

其次，岸田文雄施政演說要提中國的消息傳出後，國內外媒體幾乎都開始關注，但
當了解了其施政演說後，發現相關演說內容主要側重了日本內政，即抗擊新冠疫情，引
領恢復經濟的事。關於中國倒是也提了，但相對於其競選自民黨總裁那段時間說的話，
要保守得多。
最後，就來看看岸田文雄施政演說中提中國，公開說了什麼。他先是承認構建穩定的中
日關係很重要，然後表示中國要有“負責任的行動”，雙方應保持對話，彼此攜手應對
共同的難題。

言語之間，對所謂“負責任的行動”，岸田文雄並沒有多做解釋，但這日方傳出其
演講稿的時候透露，那句話和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有關。在岸田文雄當選首相之前，時
任首相菅義偉離任前訪美，並且專門參加了一場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峰會，就是圍繞印太
戰略進行了討論。

岸田文雄在施政演說中沒有直說，說明他至少是意識到了抓住機會推進中日關係的

重要性。聽了日本新首相施政演說中提到中國的話後，中方回應，再次強調中日之間廣
泛的合作空間，和共同利益，望岸田文雄能夠領導日本和中方相向而行。

8日，研究日本的專家金贏接受采訪，對岸田文雄執政策略進行了分析和評價。具體
來說，在參加自民黨內緊張競選的時候，岸田文雄說出許多“狠話”來，算是選舉策略
之一。

現在，他當上了首相，中美高層蘇黎世會晤剛結束，推進中美關係向更務實的方向
發展，日本自己想要從疫情危機中恢復經濟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所以，不管是時代趨
勢，還是日本的國情出發，岸田文雄為推進中日關係向好發展做出努力。

岸田文雄準備構建穩定的中日關係，中方回應希望彼此能相向而行，不僅強調了雙
向溝通的重要性，也提醒了他，務必言行一致，拿出行動來。

中日首腦通話後中日首腦通話後，，岸田文雄準備構建穩定的中日關係岸田文雄準備構建穩定的中日關係

加拿大就業恢復至疫前水平加拿大就業恢復至疫前水平 第四波疫情呈受控跡象第四波疫情呈受控跡象
（綜合報導）加拿大統計局10月8日公佈的最新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隨著防疫限

制措施逐步解除以及經濟活動重啟，該國的就業狀況在今年9月已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
水平。

加拿大9月新增15.7萬個就業崗位，環比增長0.8%。就業率為60.9%，較疫情前2020
年2月的水平略低0.9個百分點。勞動力參與率為65.5%，與去年2月相若。
與去年2月相比，25歲至54歲的“核心年齡段”女性就業率略增0.8%，男性就業率則持
平。服務生產部門的就業崗位數已超過疫情前水平，但貨物生產部門崗位數較去年2月
低3.2%。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崗位數與疫情前持平或有所增長，而自僱崗位仍比去年2
月低8.4%。

雖然失業人數變化不大，但參與勞動力市場的人數增長導致失業率在9月降至6.9%
，從而令失業率實現連續第四個月下降，並達到疫情以來的最低值。

加拿大公共衛生部門8日表示，新的流行病模型顯示，如果維持目前的疫情走勢，

由德爾塔毒株推動的第四波疫情將在未來幾週內受控。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表示，
病毒傳染指數(Rt值)已實現7月中旬以來首度降至1以下。這顯示此波疫情正呈下降趨勢
。

公共衛生官員們提醒民眾，在感恩節長周末到來之際，需繼續遵循防疫措施。
同日，累計病例數居全國首位的安大略省宣布，由於相關防疫指標保持穩定或有所

改善，該省自10月9日起對部分公共場所取消人數容納限制。這些場所包括音樂會場地
、影劇院、會議場所、賽馬場、賽車場等。餐館、健身房則暫不在此列。官方表示，該
省為全國活躍病例比例最低的地區之一，且比例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截至 10 月 8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約 165.5 萬例，單日新增 4141 例；康復約
158.6萬例，死亡28186例，尚有活躍病例41219例。目前該國總人口中約76%已接種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約71%已實現充分接種。



研究：疫情致美國男性預期壽命
出現二戰以來最大降幅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引發了自二戰以來最嚴

重的預期壽命下降，其中美國男性遭受的損失最為嚴重。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牛津大學科學家牽頭的一項研究對歐洲

、美國和智利大部分地區的29個國家的死亡記錄進行的研究發現，發現

有27個國家的預期壽命在2020年出現下降，其規模使多年來在死亡率方

面取得的進展蕩然無存。

在大多數國家，男性的預期壽命下降幅度大於女性。美國男性的預

期壽命下降幅度最大，與2019年的水平相比減少了2.2年，其次是立陶

宛男性，下降了1.7年。

8個國家的女性和11個國家的男性的預期壽命損失超過一年，而22

個國家的預期壽命損失超過半年。

根據可追溯到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現有數據，2020年美國的預期壽

命下降對女性和男性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與上一年相比，2020年美國

女性的預期壽命下降了1.65歲。

在美國，預期壽命大幅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工作年齡人口死亡率顯著

增加。

該研究由牛津大學Leverhulme人口科學中心的科學家領導，並發表

在《國際流行病學雜誌》上。

哈薩克斯坦首都放寬隔離限製
境內未出現接種疫苗死亡病例
綜合報導 隨著哈薩克斯坦疫情數據持續下降，首都努爾蘇丹繼續

放寬隔離限制措施。此外，據哈衛生部消息，兒童疫苗接種工作正持續

推進中。

隨著疫情趨緩，努爾蘇丹已于近日放寬隔離限制措施。要求規定，

除參與健康小程序“Ashyq”的機構及民衆外，禁止舉行體育、紀念等

大規模聚集性活動；繼續推進商業機構加入“Ashyq”程序。其中，加

入該程序的商業機構可營業至24時。

哈衛生部長阿列克謝· 措伊近日表示，兒童接種疫苗工作已在計劃

中。據阿列克謝· 措伊介紹，第四季度擬采購疫苗爲本國12歲以上兒童

接種。同時，兒童接種疫苗須得到父母同意。在談及5歲以上兒童是否

可以進行疫苗接種時，他表示，已有專家針對該類人群接種疫苗得出正

向結論。一旦安全性得到證實，哈也將推動此項工作。

此外，阿列克謝· 措伊指出，目前哈境內沒有出現一例因接種疫苗

死亡的病例。如出現該情況，哈將成立相關委員會。

據哈衛生部數據顯示，截至5日，哈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者超774

萬人，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者逾671萬人。

哈薩克斯坦過去24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超1800例，累計確診病例逾

97.2萬例。另據哈國家公共衛生中心消息，截至5日，哈全境4地區仍爲

疫情風險等級“紅區”。

約翰遜誓言打造“高工資、高技能”的英國
被批“經濟文盲”

綜合報導 就在英國出現供應鏈危機

，鬧“油荒”之際，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

翰遜（Boris Johnson） 在保守黨大會上

發表演講稱，當前面臨的壓力是經濟複

蘇的副作用，英國正在朝著“高工資、

高技能、高生産力、低稅收經濟” 的

“新方向” 前進。

鮑裏斯的演講激情澎湃，但社會各

界卻對此反應冷淡。英國衛報報道稱，

智庫亞當· 斯密研究所 (Adam Smith In-

stitute) 直言，此番演講 “誇誇其談，內

容空虛，（是個）經濟文盲”。

當地時間10月6日，鮑裏斯 · 約翰

遜在保守黨大會上作了一番激情澎湃的

演講。他作出承諾稱，將繼續開展“團

結和升級”的工作。

鮑裏斯宣稱，他的政府是“改革性

的”，“完成了脫歐、疫苗推廣”，並

且將要解決社會保障這一“經濟和社會

的最大潛在問題”，他說，這是“以前

政府沒有膽量解決的”。

就在當地時間9月7日，鮑裏斯· 約

翰遜公布計劃，擬對工人、雇主和部

分投資者加稅，以解決醫療和社會保

障領域的資金危機。演講中，鮑裏斯

繼續爲他的增稅計劃“站台”稱，不能

忽略新冠疫情這顆“剛剛砸穿公共財政

的隕石”。

鮑裏斯還提到，他將著力解決英國

發展不均衡問題。他說，英國是發達國

家中 “社會最不平衡和經濟最不平

衡” 的國家之一，“該地區本身存在著

巨大的差距”。爲此，要“減輕過熱的

東南地區的壓力”，“爲落後的地區帶

來希望和機會”。

經濟方面，鮑裏斯對高工資、高技

能的經濟作出了樂觀估計，稱要“釋

放”英國人民的“獨特精神”。他說，

英國當前面臨的 “壓力和緊張” 是經

濟複蘇的副作用，英國正在朝著 “高工

資、高技能、高生産力、低稅收經濟”

的 “新方向” 前進。爲此，必須在全

英國開展“團結和升級”工作，並且將

在教育上額外投入140億美元。

然而，鮑裏斯此番激情澎湃的演講

並沒有擊退社會各界的擔憂。通脹上

升，供應鏈危機不斷蔓延，引得社會各

界抱怨聲不斷。

據路透社報道，由于卡車司機等勞

動力的嚴重短缺，英國主要城市多達

90%加油站的汽油已經售罄，還出現了

“恐慌性搶購”的情況。

而此前，受勞動力短缺、能源價

格上漲的影響，英國的部分食品供應

也受到交貨中斷的影響。《衛報》稱

，不止是汽油，從雞肉到奶昔，再到

床墊，各種物資的短缺已經讓英國人

焦頭爛額。

與此同時，英國通脹不斷上升，當

地時間10月6日，英國天然氣價格上漲

37%，達到400便士/撒姆（約合35.02人

民幣），創下天然氣批發價格的曆史新

高。

因此，英國衛報報道稱，此番演

講遭到了商業團體，工會和智庫的猛

烈抨擊。智庫亞當· 斯密研究所 (Ad-

am Smith Institute) 直言，演講 “誇

誇其談，內容空虛，（是個）經濟文

盲”。

“如果政府不能控制日益嚴重的危

機——價格上漲、稅收上漲、燃料短

缺、勞動力短缺，公衆很快就會厭倦鮑

裏斯的玩笑。”英國保守派智庫Bright

Blue首席執行官瑞安 · 肖特豪斯（Ry-

an Shorthouse）表示： “這次演講沒有

什麽新意，也沒有鼓舞人心的新願景或

政策。”

英國商會總幹事舍瓦恩 · 哈維蘭

（Shevaun Haviland）說: “首相對英國

未來的雄心壯志有很多值得稱贊的地方

，但企業迫切需要的是他們現在面臨的

問題的答案。隨著供應鏈崩潰、價格飙

升、稅收上漲和勞動力短缺，企業正在

應對商業環境中不斷累積的危機。”

英國工業聯合會（CBI）代表19萬

家英國企業，約占私營部門勞動力的三

分之一。其總幹事托尼 · 丹克 (Tony

Danker) 警告說: “對工資抱有野心，而

不對投資和生産率采取行動，最終只會

導致物價上漲。” 他補充說，經濟正處

于 “脆弱時刻”，敦促政府與企業更加

緊密地合作。

英國國民西敏寺銀行集團（Nat-

West）董事長兼金融服務管理局前主席

霍華德 · 戴維斯 (Howard Davies) 稱，

在不提高生産率的情況下向人們支付更

多薪水，只會推高通貨膨脹。

英國工會對此也大爲不滿。英國工

會聯合會（TUC）秘書長弗朗西斯 · 奧

格雷迪 (Frances O'Grady)表示：“如果

鮑裏斯 · 約翰遜認真對待‘升級’英國

，面對生活成本危機，他不會大幅削減

信貸。首相壓低了數百萬公共部門關鍵

工人的工資，他沒有資格向人們講工資

問題。”

英國旅遊業工會負責人曼努埃爾 ·

科爾特斯 (Manuel Cortes) 直言，此番演

講不過是“放空炮”。

潛艇風波後美法尚未解決“危機”
歐盟內部也生嫌隙？

法國外交部長勒德裏昂在與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會談後表示，他與布林肯的會談

“坦率且具有實質性”，但兩國之間的危

機仍然嚴重，尚未解決。此前，由于核潛

艇合同取消造成“嚴重危機”，這兩個盟

國正在尋求修複雙邊關系。

美法“危機”尚未解決
法國駐澳大使將返回堪培拉
據報道，布林肯在巴黎會見了法國高

級官員，以重建兩國關系。此前，美國、

澳大利亞和英國達成安全協議(AUKUS)，

導致澳大利亞取消了與法國的潛艇合同，

法國指責其盟友在背後捅刀子。

當地時間6日，勒德裏昂對法國議員

表示，他與布林肯進行了坦誠的、實質性

會談。“這場危機非常嚴重，並沒有僅僅

因爲我們恢複對話就得到解決，危機還會

持續下去。爲了擺脫危機，我們將需要行

動而不是空談。”

在離開巴黎之前，布林肯稱，他與勒

德裏昂的會談，包括與法國總統馬克龍的

會面，是“非常積極、富有成效的”。

勒德裏昂表示，雙方正在努力爭取在

10月底前取得成果，屆

時美國總統拜登和馬克

龍將在羅馬舉行的20國

集團(G20)領導人峰會上

會晤。在那之前，他們

還將進行交談。

勒德裏昂當天還透

露，法國駐澳大利亞大

使將返回堪培拉，“以

幫助重新定義我們與澳

大利亞未來的關系……

並在澳大利亞具體實施

終止未來潛艇計劃的決定時，捍衛我們的

利益。”

馬克龍推“歐洲優先”戰略
加劇歐盟內部分歧
另一方面，“潛艇訂單”風波發生後

，馬克龍力推“歐洲優先”戰略，引起了

歐盟官員與外交官的擔憂。相關人士認爲

，此舉可能會惹怒美國。

馬克龍的這一戰略，旨在讓歐盟在國

防和敏感技術方面更獨立自主，減少對美

國的依賴。上周，他在宣布法國與希臘達

成新的防務合作協議時稱：“歐洲人必須

停止天真。我們須要作出反應，表明我們

有能力捍衛自己。”

事實上，歐盟內部對于歐美供應鏈

應在多大程度上進行整合，以及歐盟

自身能力應發展到怎樣的水平，早就

存在顯著分歧，法國的態度更加劇了

有關分歧。

據知情外交官透露，東歐地區對馬克

龍這種主張的反對尤其強烈，因爲許多東

歐國家對法國信任度較低，甚至認爲法國

行事只考慮自身利益。

芬蘭首都200人聚集抗議堵塞交通
警方緊急趕往現場抓捕

綜合報導 芬蘭約200人

聚集在首都赫爾辛基市中心

，敦促芬蘭政府宣布進入氣

候緊急狀態，采取更有力的

行動應對氣候變化。他們封

鎖了市中心的大橋，造成了

交通延誤和中斷。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

道，活動開始5分鐘前，示威

者在推特發布了活動信息。

大約200名抗議者聚集起來，

坐在橋兩邊的車道上，阻斷

了交通。救援車輛被允許通

過。警方事先沒有接到通知

。示威進行了兩個小時後，

警察介入並開始逮捕示威者

，共有123名活動人士被捕。

報道稱，這些活動人士

已在赫爾辛基示威約一周

時間，多次阻塞了城市交

通主幹道。警方曾要求在

其他地方舉行示威以避免

混亂，但被拒絕。這些活

動人士表示，他們的目標

就是製造混亂。他們要求

政府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

態，並對氣候變化采取更

有力的行動。此外，示威

者敦促芬蘭政府製定具有約

束力的法律，在2025年前實

現碳中和，比政府目前的目

標2035年提前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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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朝再次恢復聯絡熱線，能否改善僵化的南北關系？
朝鮮和韓國的通信聯絡渠道在中斷

1個多月後，恢複正常，韓朝聯絡辦公

室上午9時進行了正常通話。這是韓朝1

年多來第二次重啓聯絡熱線，韓朝關系

此後能否改善、半島局勢能否轉圜備受

關注。韓方表示，此次重啓聯絡渠道爲

穩定半島局勢和恢複韓朝關系奠定了基

礎。朝方則認爲，朝韓關系走向完全取

決于韓方的態度，敦促韓方加緊努力改

善關系。

韓朝熱線兩度中斷、兩次重啓
朝鮮：敦促韓方加緊努力改善關系
兩度中斷，兩次重啓，韓朝之間的

通訊聯絡渠道可謂波折不斷。

早在2020年 6月 9日，爲抗議和反

制韓國對“脫北者”敵視朝鮮行爲處理

不力，朝鮮宣布切斷朝韓之間一切通訊

聯絡線。此次中斷長達13個月，直到今

年7月27日，雙方才重啓該聯絡熱線。

但是僅僅過了兩周，韓朝聯絡熱線

就因韓國和美國8月舉行聯合軍演再次

停擺。

50多天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

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爲努力實現全民

族希望目前僵化的朝韓關系早日得到恢

複，持久和平降臨朝鮮半島的期待和心

願的一部分，願從10月初重啓因關系惡

化而斷絕的通訊聯絡線路。

金正恩9月29日在朝鮮第十四屆最

高人民會議第五次會議做報告時還表示

，目前朝韓關系正處于要麽消除當前冷

卻關系，走向和解與合作道路，要麽在

對抗的惡性循環中繼續遭受分裂之苦的

重大選擇岔路口上。

金正恩強調，朝韓關系是得到恢複

並進入新階段，還是持續當前的惡劣狀

況，完全取決于韓方的態度。他敦促韓

國改變對朝鮮的對抗態度，慎重對待並

誠實履行朝韓之間的一切共同宣言。

朝中社就發表公報稱，朝鮮決定從

當天起恢複朝韓熱線，但敦促韓國加緊

努力改善關系。朝鮮認爲，韓方有關部

門應深刻認識到朝韓通信渠道重啓的意

義。

“韓國當局應作出積極努力，使韓

朝關系步入正軌，並解決必須優先考慮

的重要任務，以開辟未來的光明前景，”

朝中社說。

重啓聯絡渠道為恢複關系“打好”
基礎

韓國：冀盡快重啓對話
在朝鮮宣布決定4日重啓韓朝通信

聯絡線後，韓國統一部當天表示，韓朝

聯絡辦公室(聯辦)當天上午9時進行了正

常通話。韓國軍方人士也表示，韓朝當

天上午9時通過東海和西海地區軍事通

信線正常通話。

據韓媒報道，韓國統一部當天向記

者發送立場文稱，政府評價此次重啓聯

絡渠道爲穩定半島局勢和恢複韓朝關系

奠定了基礎。

韓國政府期待通過穩定運營通信渠

道盡快重啓雙方對

話，就落實韓朝協

議等 恢 複 韓 朝 關

系 和 實 現 半 島 和

平 問 題 開 展 實 質

性討論，並能夠取

得進展。

預計韓國政府

可能會先與朝鮮討

論今年 7月正式提

議的視頻會議系統

構建問題，以確保

疫情下維穩對話渠道。

今年4月以來，韓朝領導人多次以

交換書信的形式就改善南北關系進行溝

通，韓國總統文在寅9月21日在第76屆

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時，也呼籲

盡快恢複韓朝及美朝對話，並呼籲相關

各方能發表朝鮮戰爭終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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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先後7次公開抛售美元後，柬埔

寨國家銀行成功顯著推高柬幣幣值。

根據柬埔寨國家銀行發布的消息，在最近一

次舉行的公開拍賣美元活動中，柬國銀一次性拍

賣了5000萬美元，成交價爲4102柬幣兌1美元。

與9月6日首次公開拍賣美元活動相比，此次拍賣

結果顯示柬幣瑞爾幣值已上升了20柬幣。

柬埔寨國家銀行宣布，將在10月份公開拍賣

2億美元，希望能提振疲弱的柬幣。有媒體分析稱，

柬國銀大舉抛售美元的時機，正好是亡人節長假

前夕，這有利于吸引參與競標的金融機構和錢幣

兌換商以“高價”收購柬幣。每逢重大傳統節日

，大批在金邊和主要城市打工的民衆，會湧回家

鄉與家人共度佳節，並需要兌換柬幣回鄉消費，

這使得柬幣需求增加。

柬埔寨國家銀行表示，隨著柬埔寨新冠肺炎

疫情趨緩，商業和貿易活動逐漸活絡，也將有助

于推高柬幣幣值。

去年10月，柬埔寨國家銀行也曾分四次公開

拍賣美元，一共向市場抛售8020萬美元。在首次入市幹預(去

年10月21日)後兩周，柬幣幣值上升了30柬幣，即從4095柬幣

兌1美元，上升至4065柬幣兌1美元。

自今年9月6日以來，柬國銀已先後7次舉行公開拍賣美

元活動，一共抛售了2億美元。前6次抛售活動並沒有取得預

期效果，在9月28日舉行的第6次拍賣活動中，拍賣成交價爲

4123柬幣兌1美元，比首次拍賣成交價4122柬幣兌1美元，下

跌了1柬幣。

柬埔寨國家銀行宣布，于10月12日再次舉行公開拍賣美元

活動，拍賣規模同爲5000萬美元。

愛妓峰和平會議在韓舉行
金浦市長：期待為半島種下和平種子

綜合報導 愛妓峰和平會議在韓國金

浦市愛妓峰和平生態公園召開。會議由金

浦市政府與金浦文化基金會聯合主辦，金

浦市市長鄭夏泳，歐盟、德國、拉脫維亞

駐韓國大使，來自韓國環境部和外交機構

的官員等現場出席會議並致辭。

鄭夏泳在致辭中表示，愛妓峰和平生

態公園所處的位置，最近處距離朝鮮只有

不到兩公裏，但這短短的距離卻一直無法

跨越。就在會議舉行的前一天，此前因韓

美聯合軍演而中斷的韓朝通信渠道再度恢

複正常，這爲穩定半島局勢和恢複韓朝關

系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鄭夏泳表示，愛妓峰和平公園與朝鮮

隔江相望，是半島和平的重要象征。盡管

韓朝兩國間仍有很多議題留待解決，對話

前景不甚明朗，但他希望當天的會議能夠

爲半島種下和平的種子，共同期待一個和

平、繁榮的半島。

德國駐韓國大使Michael Reiffenstuel

在會上發表主旨演講。他表示，回顧兩德

統一曆史時可以發現，社區之間的小規模

聯系爲最後的統一奠定了重要基礎，人與

人之間的接觸實際上與政府與政府間的政

策對接一樣重要，甚至更爲重要，希望金

浦市也可以在推動半島和平進程中發揮重

要作用。

會議最後，與會嘉賓在留言板上簽字

留言，表達對半島和平的美好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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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地質
添壽10億年

嫦娥五號月壤研究重磅發現：

中國太空站建造階
段的第二次載人飛行神
舟十三號任務，最快在
下周即將開啟長逾半年
的太空之旅。在此前的

神舟十二號任務中，航天員與學生們天地通
話，與奧運冠軍“夢幻聯動”，甚至化身太
空Vlogger，向人們展示出豐富多彩的太空
站生活。此次的神十三任務，網友們已開始
翹首期盼，掰着手指算日子，為航天員們的
任務出謀劃策。

神十三任務期超過180天，這就意味着新
的“太空出差三人組”將在太空站裏度過虎
年春節。“紅燈籠帶上去了嗎？”“怎麼着
也得安排幾頓餃子吧！”網友們議論得七嘴
八舌。不過也有“小機靈鬼”一下子就猜
到，虎年“春晚”肯定能見到三名航天員。

奧運與航天，總有着不解的緣分。今年夏
天，神十二飛行乘組在太空向東京奧運會的冠
軍們致意，並得到了奧運健兒的熱切回應。今
年冬季，北京冬季奧運會即將開幕，這也讓網
友們浮想聯翩，神十三航天員會與冬奧會產生

怎樣的火花，也是網民關注的焦點。

期待女航天員展風采
值得一提的是，神十三飛行乘組將有一

名女航天員，她也將成為首位踏入中國太空
站的女性。天舟三號貨運飛船已經為太空站
送去了女性服裝、用品甚至化妝品，為她在
太空的生活做好了準備。網友們期待着，中
國女航天員能夠在太空站中完美執行任務，
展現出中國女性的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神十三將出差逾半年 網友獻計太空“春晚”

2020年12月17日凌晨 1 時 59
分，嫦娥五號返回器攜帶
1,731克月球樣品成功返回
地球。今年7月，13所科研機構
獲得月球科研樣品。劉敦一團隊是
自然資源部唯一一家獲得樣品的科研
團隊，共獲得原始月壤樣品2克，月球玄
武岩、角礫岩薄片1片。

科研成果於《Science》官網發表
在此後的一個月時間內，劉敦一團隊篩選出玄

武岩岩屑數十顆、角礫岩岩屑數十顆、玻璃球粒二
百餘顆、膠結玻璃數十顆；完成樣品靶製備16個、
顯微照片2,000餘張、電子探針分析500餘點，能譜
分析2,000餘點、SHRIMP定年200餘點，形成相
關數據庫，對月球玄武岩樣品的形成年齡、成因和
源區取得了新認識。此次在線發表在《Science》上
的科研成果，就是他們的研究之一。

月球的岩漿作用在何時停止，一直是月球演
化歷史研究中的重大科學問題之一。在20世紀六
十年代的阿波羅和其他月球任務中收集的岩石都
至少有約29億年的歷史，對於地質學家來說，這
表明月球從那時起就沒有發生過火山活動。不
過，通過研究中國嫦娥五號帶回的月球樣品，月
球演化問題的時間坐標已經改變。

19.6億年前仍有岩漿活動
劉敦一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拿到月球樣品

之後，首先集中精力就是解決年代學的問題，對嫦
娥五號樣品作出了詳細的年代學工作和實驗，得
出一個比現在公布所有數據都年輕的一個結果。
研究團隊用詳盡的微區原位高分辨率二次離子質
譜（SHRIMP）定年數據和堅實的岩石礦物地球
化學數據，證明了月球直至19.6億年前仍存在岩
漿活動，使此前已知的月球地質壽命延長了約10
億年。

據介紹，此次嫦娥五號採樣位置設計在了月表最年輕的月
海玄武岩區域，全世界科學家都滿懷希望，期待從嫦娥五號樣
品研究中獲得成果，以完善月球岩漿演化歷史。“這個就是我
們國家自己的樣品，在你心裏有一種動力”，劉敦一說，科學
家非常感謝中國航天人有本事，把樣品給採回來，也期待下一
次中國在月球南極再採集月球樣品回來。

據了解，除了上述月球樣本研究成果，中國首批申請到月
球樣品研究的13所科研機構，也在對月球樣品展開不同方向
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也將陸續發布。此外，第二次月球樣品
借用申請評審也在積極進行當中，包括澳門科技大學在內多家
研究機構的著名學者團隊已開始申請新一輪的研究。

繼美國、前蘇聯之後，中國

是世界上第三個獲得月球樣本的

國家。其中，美國通過阿波羅計

劃獲得月球樣品382千克，前蘇

聯獲得約300克，中國目前通過

嫦娥五號任務已獲得1,731克。由於前蘇聯獲得的

月球樣品較少，全球此前用於科研的月球樣品主

要來自於美國，這也讓美國、歐盟等在月球以

及行星演化等研究上長期擁有巨大優勢。

在阿波羅計劃以前，科學家對月

球的形成過程爭論不休。目前，學界最

受歡迎的一種月球起源是大碰撞假

說。這種假說基於阿波羅計劃期間收

集到的證據，認為大約在45億年

前，一顆與火星差不多大的行星體

撞擊了地球，導致自身碎裂並使部

分地殼和地幔被噴射到太空中。

這顆假想中的行星被稱為“忒伊

亞”（Theia）。最終，被噴射的

物質和忒伊亞的殘餘物混合在一

起，聚合成了一顆星體，在冷卻後

形成了今天的月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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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號月球玄武岩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中國嫦娥五號中國嫦娥五號

探測器帶回的珍貴月球樣品首個重磅科學研究成果探測器帶回的珍貴月球樣品首個重磅科學研究成果88日發日發

布布。。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北京離子探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北京離子探

針中心劉敦一研究員和地質所海外高級訪問學者澳洲科廷大針中心劉敦一研究員和地質所海外高級訪問學者澳洲科廷大

學學Alexander NemchinAlexander Nemchin教授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教授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通過對嫦娥五號月球玄通過對嫦娥五號月球玄

武岩開展了年代學武岩開展了年代學、、元素元素、、同位素分析同位素分析，，證明月球在證明月球在1919..66億年前仍存億年前仍存

在岩漿活動在岩漿活動，，使此前已知的月球地質壽命延長約使此前已知的月球地質壽命延長約1010億年億年。。上述成上述成

果已在線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果已在線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ScienceScience》》上上。。

��

▲劉敦一研究員
視頻截圖

●●嫦娥五號探測器在月球表嫦娥五號探測器在月球表
面自動採樣並封裝示意圖面自動採樣並封裝示意圖。。

▲研究團隊的科研成果已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Sci-
ence》官網上發表。 視頻截圖

▲研究團隊在工作中。 視頻截圖

#�
�	

▲▲研究團隊發表的嫦娥五號月研究團隊發表的嫦娥五號月
球玄武岩顯微照片球玄武岩顯微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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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 虐港島虐港島獅子山 黑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在現行機
制下，香港中小學生在三號強風及黃色暴
雨警告信號生效時仍須上學。有不少家長
反映，8日上學高峰時段天氣惡劣，隨時
釀成意外，但教育局無動於衷，做法令人
失望。有家長認為，教育局不能墨守成
規，應該探討更靈活的停課機制。

孩子全身濕透 家長狼狽接送
不少學生8日晨冒着狂風暴雨上學，回

校時已經全身濕透，十分狼狽。接近中午時
分，天文台在半小時內接連發出紅雨及黑雨
警告，局方始宣布停課，惹來大批家長及學
生不滿。

家長何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孩子回到學校已經全身濕透，自然很
希望盡快放學回家，但教育局在11時許才
宣布停課，而其女兒就讀的學校雖然很近
鐵路站，但校方堅持要家長接學生放學，
孩子才可離校。何太認為學校安排不合
理，“不是每個家長都可以隨時接送孩子
放學。”

她認為，教育局及天文台應該保持緊密
聯繫，以減少惡劣天氣下的混亂情況，“只
要預測將會出現暴雨，教育局就應該宣布停
課。”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主席趙明8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很多家長
反映早上雨勢很大，連出門都有困難，加
上各區水浸、交通受阻，導致不少學生遲
到。

望改善停課機制勿墨守成規
趙明認為，教育局應該視乎實際情況

作出停課通知，不能墨守成規只依循現行
停課機制作決定，並建議教育局可以探討
惡劣天氣下的上課安排，包括允許學校決
定即日上網課、提前於紅雨信號生效前宣
告停課，“8日沒有學生涉及嚴重意外實屬
幸運，但教育局不應抱着僥倖心理，必須

檢視現行安排。”
香港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就惡劣天

氣，包括三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以及其他異
常天氣情況，教育局已與天文台建立通報
機制，並已發出通告，通知學校遇有熱帶
氣旋及持續大雨等惡劣天氣時應採取的相
關安排。當惡劣天氣可能影響學生的安
全，有需要時教育局會盡快向學校宣布應
變措施。

教育局重申，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已經發出，正在上課的學校應繼續上
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學校須在安
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家長毋須急
於到校接子女回家。

發言人又表示，局部地區的情況或與
全港整體情況不同，甚至出現突發事件，
須按當時情況靈活處理，局方的通告說
明， 家長可因應天氣情況自行決定應否讓
子女上學，而受惡劣天氣或水浸影響而遲
到或由家長決定於當日缺課的學生，學校
會酌情處理，學生不會因而受到處分。

此外，教育局已於4月發信提醒全港學
校，應預先制訂應急計劃並不時檢視，以
應付在惡劣天氣下學校可能面對的各種情
況。學校同時應確保所有教職員、家長、
學生、校車營辦商及其他有關人士，清楚
明白相關安排及應急計劃詳情，未來教育
局將透過適當渠道，包括家長智NET網
頁，加強向學校和家長宣傳有關信息。

受熱帶風暴“獅子山”及東北季候風夾擊，

香港天文台發出黑雨警告，是有記錄以來第二個

“十月黑雨”，降雨量更打破歷來 10月單日紀

錄，全港多處大水浸，港島廣泛地區頓變成澤

國，半山巨型棚架倒塌，一名女工命喪棚架下；

巴士變潛水艇，在路上乘風破浪；柴灣坑渠“井

噴式”噴水……市民出入狼狽不堪。今次“災

情”最嚴重的半山、灣仔及柴灣等並不在渠務署

水浸黑點名單上，多名渠道及工程專家8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除了降雨量太集中在港

島外，渠道設計的盲點，以及垃圾積聚都是水浸

三大元兇，建議擴大地底沙井理順水流，避免大

量雨水溢出路面，並加強清理馬路排水道入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半山塌棚奪命灣仔街道成河半山塌棚奪命灣仔街道成河巴士化身潛艇巴士化身潛艇 非黑點淪重災區非黑點淪重災區

學童冒雨家長憂 促教局靈活停課

1.灣仔

逆 水 行 車

“返到，見到成條
街被水浸滿大吃一驚！”在
灣仔太原街經營模型店的麥
先生直言，自己從未見過如
此驚險景象，猶幸他早已把

貨物收回店內，加上門口有一道梯級，形成
防水台，阻截了洪水湧入店內，否則損失勢
必慘重。積水消退後，他用塑膠袋造成的帳
篷蓋在貨品上繼續營業。他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推測，灣仔前所未見的水災，或與垃
圾堵塞渠道有關，“這條街不時會有一些垃
圾塞住坑渠，天文台早已講明會有大雨，但
食環署人員唔喺落雨前加緊清理垃圾。”

灣仔是8日水浸重災區之一，而太原街

又是低窪地帶，水浸情況更嚴重。8日雨勢
最大時，不少商戶合力打開路邊的坑渠蓋排
水，但積水依然遲遲未能排走。商販在憶述
街道變成澤國的一幕，無不一額汗。

成箱服裝險報銷
服裝店負責人何小姐表示，暴雨關係

交通受阻，她趕返店舖的路上也有延誤，當
回到店舖時發現街道的積水已經有接近腳踝
高度，“街道浸滿水，成條河咁！”積水幾
乎淹至其衣服存貨，她馬上手忙腳亂地將貨
物搬離，“如果遲多5分鐘，我成箱貨都報
銷！”

她說，得知未來數天都有狂風暴雨，

日前已經用紙皮箱疊高存貨，避免造成損
失。“以前類似雨勢都未曾試過浸成咁，有
時候會看到渠道附近有垃圾堵塞，但清潔工
人向來清理得好快，唔知今次水浸嚴重的原
因。”

另一名排檔商戶潘先生說，8日中午12
時許雨勢最大，水深有一尺，“我的櫃子也
被水浸了，有些檔戶的貨物也濕透了！”他
對天文台的天氣預告感大惑不解，“天文台
籠統地說這兩日天氣會很壞，但你發出黑雨
警告，是否太遲？能否未正式發出（黑雨）
前預警市民？慶幸我今天（8日早）見到勢
頭不對，馬上把貨物搬走，損失就沒有那麼
慘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香港風勢於本周三晚開始增強，天文台首先發出強烈季候
風信號。其後“獅子山”增強為熱帶氣旋，並於8日凌

晨採取偏北路徑移動。因香港持續吹強風，加上“獅子山”較
接近廣東沿岸，故天文台在未有發出1號戒備信號下，於8日
凌晨4時40分直接發出3號強風信號，取代強烈季候風信號。

處處水浸 坑渠井噴
受“獅子山”外圍雷雨帶影響，天文台前晚11時20分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至8日晨雨勢進一步加強，天文台於上
午11時20分發出紅雨警告，但25分鐘後即改發黑雨，維持1
小時才轉為紅雨，其間市區多處地點發生嚴重水浸，大多集
中在港島區。其中，柴灣道慈幼學校對出的坑渠不勝水壓噴
出大量雨水，猶如噴泉；大坑道中石油油站外水浸至半個車
輪高；莊士敦道近太原街行人路成澤國，也有港鐵車廂漏水
猶如“水舞間”。

全港目前只有四區被渠務署列為水浸黑點，包括元朗新
田石湖圍、大埔林村谷盆地、油尖旺漆咸道南（加連威老道
和柯士甸路之間）及港島南區薄扶林村，但8日這些地區也
不是最重災，渠務署是否“走漏眼”？

下周氣旋再襲憂水浸重演
同時，另一熱帶氣旋“圓規”（Kompasu）將穿過台灣

與菲律賓呂宋島以北之間的呂宋海峽，進入南中國海北部，並
由熱帶風暴增強至強烈熱帶風暴，於下周二（12日）至三
（13日）在香港以南400公里內掠過，天文台估計香港屆時將
吹7級東至東北風。當另一風暴再來，又會否再引發一次大水
浸？

香港渠務署署長彭雅妮8日在施政報告措施記者會上被
問到水浸原因時，重申該署人員除定期檢查及清潔渠務設
施，在雨季前會加強檢查和清洗雨水渠道，確保排水系統運
作正常。但在雨量高峰時段，可能局部地區的降雨量超出排
水系統的承擔能力，加上沙泥、樹葉及垃圾隨大雨沖到路旁
集水溝及排水道，造成淤塞，以致出現局部水浸，已即時派
遣應變小隊清理，水位短時間已降低。

肇因垃圾堵塞 渠道盲點
但香港社區、建造及工程專業發展中心會長、國際管綫

專業學會執行會長黃敬8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留意
到出現水浸的地點多在斜坡腳。他解釋，集水區的雨水會經渠
管排出海，渠管到達斜坡腳時，因坡道變平出現轉折位、俗稱
“曲”，加上8日水量大、速度快，“個曲適應唔到，啲水就
爆出來，就好似將水射落幅牆，水會反彈一樣。”這種情況使
積水溢出，削弱渠管排走積水的效能，他建議擴大地底沙井，
雨水經斜坡腳激出時可儲在沙井，以免溢出路面。

香港土力工程處前處長陳健碩向香港文匯報表示，8日
降雨範圍非常廣泛，雨量又高，排水系統可能一時間未能
應付，加上不時見到馬路邊的排水道入口被樹葉、廢棄膠
袋等雜物及垃圾堵塞，令雨水不能流入下水道積在路面，
故必須加強日常清理。

他提到，因香港降雨量高，故政府一直進行各項渠務
工程，包括在半山興建大型排洪隧道，讓雨水不用經過已
發展市區直接排出海，以及在多區設地下蓄洪池，將雨水
暫時儲存，均有助防洪，如有需要可繼續增設。

根據渠務署公開資料顯示，現時香港有4條雨水排放隧
道，分別在啟德、港島西、荔枝角及荃灣，合共長逾20公
里，最長的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長達10公里，各隧道直徑由
4.4米至7.25米不等。地下蓄洪池有4個，分別位於大坑東、
上環、跑馬地和觀塘安秀道，容量合共接近19萬立方米，渠
務署已計劃興建更多地下蓄洪池。

該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已陸續為各區的雨水
排放整體計劃展開檢討研究，以檢視現有及新建成的雨水排
放系統的效能。但局部地區的排洪能力不足，以及進水口和
路邊集水溝的淤塞會導致水浸情況的發生。

��

2.銅鑼灣
(中央圖書館)

灣仔商戶：街成河 水灌舖 險象未見過

水 庫 泊 車

3.柴灣

抱 女 趟 水
●●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附近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附近，，家長抱起女家長抱起女
兒走過積水路段兒走過積水路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一輛新巴一輛新巴99號線巴士號線巴士，，88日日
晨在暴雨期間駛至歌連臣角晨在暴雨期間駛至歌連臣角
時時，，路面積水逾路面積水逾22呎深呎深，，巴巴
士如水上行舟士如水上行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灣仔街道變成河流灣仔街道變成河流，，水淹商舖水淹商舖，，車輛車輛
涉水行駛涉水行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4.歌連臣角

乘 車 破 浪

●●柴灣環翠邨車庫變柴灣環翠邨車庫變““水庫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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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全球共鳴媒體集團全球共鳴媒體集團AfrovibesAfrovibes娛樂與美南新聞媒體集團合作娛樂與美南新聞媒體集團合作
是一個創新突破的方案為億萬觀眾搭建一個廣闊的平台是一個創新突破的方案為億萬觀眾搭建一個廣闊的平台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2021年10月8日下午，在美南新聞
媒體集團電視會議室舉行了一場特別的新聞發布會，宣布了兩大
媒體集團的聯合合作。媒體發布會伊始，美南集團董事長和發行
人李蔚華 (WeaLee)先生就表示，他在橫跨美國的主要城市擁有
14家報社，很高興能與全球共鳴媒體集團(GlobalVibesMedia-
Group,GVMG)，AfrovibesEntertainmentLLC集團合作。兩大媒
體的聯手合作，是一個創新突破的行動方案，旨在為各種種族和
社區的億萬觀眾搭建一個堅實而廣闊的平台。整個新聞發布會也
通過許多休斯頓媒體公司進行現場直播與廣大觀眾分享。該合作
計劃得到國會議員格林(AlGreen)和德克薩斯州代表李(Lasheil-
JacsonLee)在現場的發言和宣布支持的幫助。國會議員格林和
德克薩斯州眾議員李多次稱讚李維對美國社區的長期貢獻，他們
也強調了兩大媒體提供的貢獻的重要性。

全球共鳴媒體集團和美南新聞媒體集團合作，目標是聯合兩
大大型和有影響力的獨立媒體公司來代表不同的群體。合作的目
的是聯合全球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媒體公司、雜誌、報紙，作為
建立強大聯盟和網絡門戶的公司。GVMG將創建一個數字平台
，該平台將授權和推動各種企業主、企業家、政治家、社區領袖
和活動家和社區影響者進行交叉推廣。集團董事長為美南新聞媒
體集團國際貿易中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李蔚華。總裁是Afrovi-
besEntertainmentGroupLLC(AEG)的所有者兼首席執行官Phil-

ipBalonwu先生。目標是提供一個整合獨立媒體公司的國際平台
，通過擴大市場覆蓋範圍來創造收入和影響我們的立法者和支持
立法的決定，以促進社區團結和包容。

Afrovibes電視和廣播電台是AEG的子公司，是一家24/7在
線廣播和電視台，致力於推廣黑人音樂、文化和商業。雖然我們
的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但我們的影響力遍及全球。
AEGTV在這裡帶來最新的非洲、非裔美國人和加勒比地區的音
樂視頻、電影、紀錄片，同時重點介紹企業家和社區領袖。AEG
廣播電台播放流行歌曲、節目和採訪，覆蓋全球數百萬聽眾。我
們為藝術家、內容創作者、企業家和政治家提供採訪。

PhilipBalonwu於2016年創辦了AEG廣播電台，旨在團結
非洲、加勒比海、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提供一個被聽到和被
看到的全球平台。AEG電視和廣播通過播出節目和內容來揭露
和推廣黑人文化，突出包括音樂、時尚、體育、商業、社區服務
和外展等在內的方方面面！通過努力揭露黑人文化和內容，
AEG2020年推出了AEG電視，我們現在在RokuTV和Amazon-
FireTV上有一個頻道。推出AEG電視和廣播應用程序以提高我
們內容的可訪問性，讓觀眾可以通過智能手機觀看。該應用程序
可在 AppleStore 和 GooglePlayStore 中獲得。AEG 電視網站
(www.afrovibes.tv)是另一種觀看以前播出的現場節目和存檔節
目的方式。隨著數百萬人觀看互聯網電視並切斷有線頻道的連接

線，我們在 RokuTV上推出了Afrovibes電視頻道，這是美國排
名第一的流媒體平台，AEG擁有1億訂閱者。

移動應用AfrovibesTV和Radio可在Apple和GooglePlay商
店購買。此外，觀眾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觀看：www.afrovibes.
tv。在這些平台上，我們還在我們所有平台上的 VideoOnDe-
mand 上存儲以前播放的節目，讓觀眾可以在方便的時候觀看我
們的內容。

我們有 Afrovibes 原創節目，例如 DJ 節目、脫口秀、現場
表演、採訪以及商業和藝術家展示。 我們的脫口秀節目包括時
尚、體育、娛樂和喜劇。本著促進企業的精神，節目專注於聚焦
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以及他們的故事。

Afrovibes 電視和廣播提供大量服務，以幫助在平台上看到
和聽到業務和內容創建者。 此類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面對面採訪，虛擬訪談，30/60秒廣告，5/10分鐘信息廣告，電
子郵件爆炸，生日/盛大開幕活動，紅地毯採訪，電視/廣播商業
焦點訪談，藝術家聚焦訪談（帶表演），博客撰寫和網站帖子，
社交媒體推廣，租播客/綠色房間。我們利用所有渠道來宣傳企
業、內容創作者和品牌，包括在 Afrovibes TV Roku 頻道、Af-
rovibesTVAmazonFire電視頻道、Afrovibes 電視和廣播應用程
序、Afrovibes 電視網站、Afrovibes 廣播網站上的廣播。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中國人活動中心於昨天中國人活動中心於昨天（（1010月月99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舉行新聞發佈會舉行新聞發佈會，，表示為慶祝美中乒乓外交表示為慶祝美中乒乓外交5050周年周年
，，中國人活動中心定於中國人活動中心定於1111月月2020日日（（周六周六））晚在晚在Westin OaksWestin Oaks
Houston at Galleria,(Houston at Galleria,( 地址地址：：50115011 Westheimer At Post Oak,Westheimer At Post Oak,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5677056))舉辦大型晚宴舉辦大型晚宴，，預計預計450450--500500人會參加人會參加。。會會
中並由各組負責人介紹籌備的情況如下中並由各組負責人介紹籌備的情況如下：：

楊德清執行長提起中美關係解凍起源於楊德清執行長提起中美關係解凍起源於 「「乒乓外交乒乓外交」」 的陳年的陳年
往事往事：：事件起于事件起于19711971年年33月月2828日至日至44月月77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
的第的第31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隊乘巴士從體育館返回賓館中國隊乘巴士從體育館返回賓館
時時，，美國運動員科恩上來搭便車美國運動員科恩上來搭便車，，僅僅1515分鐘的車程分鐘的車程，，大家沒什大家沒什
麼交流麼交流，，僅中國運動員莊則棟主動和他握手僅中國運動員莊則棟主動和他握手、、寒喧寒喧，，並送他一塊並送他一塊
中國印有黃山圖案的杭州織錦留作紀念中國印有黃山圖案的杭州織錦留作紀念。。當天當天，，柯恩沒有什麼東柯恩沒有什麼東
西可回贈西可回贈。。而第二天柯恩準備了一件印有和平標記和而第二天柯恩準備了一件印有和平標記和““Let It BeLet It Be
””字樣的運動衫相贈字樣的運動衫相贈，，並與他擁抱並與他擁抱。。被在場的媒體大事宣揚被在場的媒體大事宣揚，，造造
成美中關係的逐漸解凍成美中關係的逐漸解凍。。後來後來，，中國邀請美國乒乓隊訪華中國邀請美國乒乓隊訪華，，美國美國
也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美也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美。。中美兩國乒乓球隊互訪轟動了國際輿中美兩國乒乓球隊互訪轟動了國際輿
論論，，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被媒體稱為被媒體稱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從此從此
結束了中美兩國結束了中美兩國2020多年交往隔絕的局面多年交往隔絕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隨即取得使中美和解隨即取得
歷史性突破歷史性突破：：才有才有19721972年年22月月2121月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及及

19791979年年11月月11日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正式建交。。2727天後天後，，鄧小平訪美鄧小平訪美
，，成為第一位訪美的新中國領導人成為第一位訪美的新中國領導人。。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表示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表示，，感謝共同主席莎感謝共同主席莎
莉及莉及 「「牛角尖牛角尖」 「」 「包十一包十一」」 的東主劉思達的東主劉思達、、王璟瑜賢伉王璟瑜賢伉
儷儷 「「冠名贊助冠名贊助」」 。。晚宴主席陳韵梅表示晚宴主席陳韵梅表示：：5050年前的乒乓年前的乒乓
外交外交，，打開中美建交的大門打開中美建交的大門，，這與每一個人切身相關這與每一個人切身相關，，
這場五百人的晚宴這場五百人的晚宴，，靠我們每一個社團靠我們每一個社團、、僑領鼎力相助僑領鼎力相助
。。希望大家多多宣傳希望大家多多宣傳、、支持支持、、贊助贊助。。副主席陳皙晴副主席陳皙晴、、秘秘
書長楊寶華書長楊寶華、、副秘書長張佳莉也紛紛上台致詞表示副秘書長張佳莉也紛紛上台致詞表示：：乒乒
乓外交乓外交，，對中美關係產生潤滑劑作用對中美關係產生潤滑劑作用，，希中美兩國希中美兩國，，互互
利互惠利互惠，，共同發展共同發展。。

江蘇總會理事長徐建勳律師從歷史緣由談到這次江蘇總會理事長徐建勳律師從歷史緣由談到這次
20212021第第565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為什麼在休士頓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為什麼在休士頓
舉行舉行？？他說他說：：很多人一生中就只有一次機會很多人一生中就只有一次機會，，每人起到每人起到
某種影響某種影響，，意義非凡意義非凡。。今年中國代表團在東京奧運會今年中國代表團在東京奧運會，，
沒有任何觀眾沒有任何觀眾，，而這次而這次1111月月2323日至日至1111月月2929日日，，共有三共有三
萬以上觀衆萬以上觀衆，，所有座位所有座位，，在四萬以內在四萬以內。。 「「和統會和統會」」 前會前會
長鄧潤京表示長鄧潤京表示：：多虧中美建交多虧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才有今天飛躍的才有今天飛躍的
進步進步。。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副總裁莊幃婷及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執行副總裁莊幃婷及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執行

長謝忠長謝忠，，也分別上台致詞也分別上台致詞，，表達全力支持表達全力支持。。最後最後，，全體出席者合全體出席者合
影留念影留念，，留下歷史性的一刻留下歷史性的一刻！！

中國人活動中心昨天上午舉行中國人活動中心昨天上午舉行
美中乒乓外交美中乒乓外交5050周年晚宴新聞發佈會周年晚宴新聞發佈會

圖為所有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出席代表合影留念圖為所有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出席代表合影留念。（。（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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