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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WHO建議建議 可混打不同疫苗可混打不同疫苗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16日發布臨時指

引，建議接種第2劑新冠疫苗和追加劑時，可將各製藥商
開發的不同疫苗混合、搭配使用。英國《金融時報》則報
導，美國諾瓦瓦克斯醫藥公司（Novavax）研發的新冠疫
苗，可望在下週獲得歐盟藥管局批准，之後將列入WHO
緊急使用清單。

WHO表示，取決於疫苗的供應情況，初始接種疫苗
和後續接種疫苗，可混合搭配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
或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研發的mRNA疫苗
，及英國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簡稱AZ）
的腺病毒載體疫苗。 WHO表示，AZ疫苗或任何mRNA
疫苗，也可作為中國國藥集團（Sinopharm）滅活疫苗的
第2劑或追加劑。

《金融時報》16日則報導，Novavax新冠疫苗下週P
將可望獲得歐盟藥品管理局（EMA）批准，之後將列入

WHO緊急使用清單。今年6月，美國後期大型的試驗顯
示，Novavax以蛋白質次單位製造的疫苗，有效性超過
90％。

另外，七大工業國集團（G7）衛生部長16日發表聯
合聲明說，新冠變異株Omicron是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當前
面臨的 「最大威脅」 ，各國 「密切合作」 應對疫情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英國政府16日公佈的最新疫情數據顯示，該國新增
8萬8376例新冠確診病例，連續第2天創下單日新增病例
最高紀錄。英國衛生安全局公佈數據並顯示，該國累計
Omicron感染病例已激增至1萬1708例，Omicron毒株
傳染數R值已升至3至5之間，即每個感染者平均傳染3
到5個人，而該國目前Delta毒株傳染數R值為1.1至1.2
之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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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ax is a used car retailer
that opened in September of
1993 in Richmond,Virginia.
Today they have more than 225
locations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It operates two business
concepts: Carmax Sales
Operations and Carmax Auto
Finance. The corporate entity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Carmax
was Circuit City Inc. Carmax
acquired its first new car
franchise with Chrysler and later
with Toyota, but they sold it to
another dealer and now just
sells used cars.

When you walk into 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of Carmax, they
always have a very friendly
receptionist that greets you.
After you turn over your car key
to them, about one-half hour
later the sales people will hand

you the appraisal paper to see if
you agree with the price. If you
agree, within another half hour
you will get the check and the
deal is done. This kind of fast
and friendly business model
really makes people happy.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Carmax
has become the number one
used car dealership.

When I studied at Harvard, I
wrote a book titled, “An Eye
On The World From Harvard,”
and it is still listed on Amazon. I
did twelve case studies and
discovered one key ingredient
for successful companies is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market at the
right time. Carmax is one good
example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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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 Story Of CarmaxThe Success Story Of Carmax

由于近二年新冠疫情之肆虐
，全球各地之新車供應受到影響
號稱“世界汽車王國”的美國也不
例外。

總部設在維幾尼亞州雷其門市
的汽車伙伴公司正抓住此一時機
，在全美二百多個城市正在火爆式
地為想買賣舊汽車的人提供了非常
快速完整之服務。

Carmax 公司主要分成兩大部
份，一個是買進舊車，修整後立
即上市，另一部份是貸款服務，
该公司曾經在一九九六年時代理過
本田日本汽車，但是二O二一年後
就把代理權出售專門經營舊車賣買
。

包括設在德州休斯敦在內的全

國二百二十五個營業所，當你走
進他們廣闊高大的辦公室，立即
有人親切接待，當你把車鑰匙交
給他們後，便有服務人員在半小
時內為你送上一份汽車估價單，
如果你同意他們的估價，當㘯交
易成功並立即取得支票，全後不
需超過一小時，這種快速服務，
让他們門庭若市，生意興隆。

當年我在哈佛商學院研讀時
，曾經出版過“從哈佛看世界”
此書，可在亞馬遜网站上查到，
我曾經對十二家成功企業做過研究
，結論是市場需求決定公司之成
敗，Carmax 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是
天時地利加上人和。

CarmaxCarmax汽車賣買新模式汽車賣買新模式

AA22要聞2
星期日       2021年12月19日       Sunday, December 19, 2021



AA33要聞3
星期日       2021年12月19日       Sunday, December 19, 2021

【綜合報道】面對新冠疫情的嚴重反彈和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病例的激增，加拿大聯邦及多個省級政
府不得不在聖誕假期前夕重新收緊若干公共防疫措施。

加聯邦政府12月17日宣布，自12月21日起，所有入境加拿大的旅客都必須在赴加之前進行病毒檢測
。而按照11月底以來施行的規定，已充分接種疫苗並有資格入境的旅客在離開加拿大後72小時以內再次
入境時，不必出示入境前的病毒檢測證明。

加官方同時取消針對來自南非、萊索托、博茨瓦納等較早出現奧密克戎變異株的10個國家旅客的入
境禁令。加政府表示，鑑於現狀，目前該措施已無必要。

加政府亦再度呼籲加拿大人避免任何“非必要”出境旅行。近期遭受嚴重洪澇及地質災害影響的不列
顛哥倫比亞省民眾，可以在加美邊境通關時獲得相關豁免。

目前累計病例數居全國之首的安大略省17日宣布，將室內社交聚會人數限制由25人減為10人，室外
公共聚會人數限制則由100人降至25人。另外，餐館、商場、健身房、室內娛樂場所等的客容量也需降至
50%。餐飲業必須在晚11點前停止經營堂食。該省首席醫療官提醒民眾說：“奧密克戎變異株不會放假。
”

安大略省當日報告新增病例3124例，相當於10月20日數字的逾10倍，也是5月4日以來的新高。
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要求，室內聚會僅限於家庭成員外加10位客人；客容量千人

以上的場地需將人數限制在50%以內；取消有組織的各類規模的除夕活動，暫停各年齡段的體育賽事。
魁北克省報告新增3768例。該省同樣已要求減少室內聚焦人數、餐廳或禮拜場所等的客容量，並推

遲高中的開學返校時間等。此外，愛德華王子島、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曼尼托巴等省份也在採取限制聚集
人數、叫停體育賽事等措施，同時加快推進疫苗加強針的接種。

加拿大目前報告累計病例近186.7萬例，17日單日新增8921例，尚有活躍病例48654例。死亡病例在
16日已突破3萬例。

加拿大重新收緊防疫措施加拿大重新收緊防疫措施 所有入境旅客須提前檢測所有入境旅客須提前檢測

（綜合報導）印度首任國防參謀長拉瓦特日前在自家軍機空
難中身亡，震撼了印度，也震驚了世界。雖然印度軍機墜毀率著
實有點高，但累及本軍最高將領的操作仍舉世罕見。因此，各種
陰謀論在印度不脛而走。

其實，陰謀論多不可信，印度軍工體系多年累積的弊病，尤
其是因拉瓦特之死而前景堪憂的軍事改革，才是印度應該關注的
。正如中國媒體所說，中國不是印度的敵人，落後才是。

儘管空難真相仍在調查，但在一片悲戚的印度輿論中，俄羅
斯被架到了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上。

一方面，拉瓦特坐的米-17V5直升機是俄羅斯2012年交付
印度空軍的首批該型直升機，型號中的“V5”就是該機型的最
新改進版，尤其提升了高海拔地區飛行性能；另一方面，俄羅斯
總統普京6日剛剛到訪新德里，與印度簽署了奠定未來俄印軍事
合作的重磅協議。兩天剛過，印軍最高將領就在俄製直升機的事
故中殞命。俄印未來的深度軍事合作，似乎開頭很不吉利。

論及印度對俄製飛機的情感，的確是愛恨交加。
冷戰時期，由於印度與蘇聯的密切關係，俄製裝備在印軍武

器系統中奠定了優勢地位，成為印度國防的倚仗。儘管這一局面
在冷戰後有所改變，但至今蘇-30MKI、米格-29和米格-21三
款俄製戰機仍是印度空軍爭奪制空權的絕對主力。

尷尬的是，在印度空軍聞名於世的墜機數量裡，這些戰機也
“貢獻”不少份額。米格-21今年已墜毀4架，較新的米格-29
去年墜毀了3架，最新的蘇-30MKI服役以來也墜毀了10架以上
。

米格-21由蘇聯於上世紀50年代設計，近乎古董，至今仍有
約100架在印度空軍服役本身就是奇蹟，墜機率較高尚能理解。
但其餘兩款戰機頻頻墜機則絕不正常，印度國內出現對俄製戰機
的抵觸聲音，似乎不難理解。

但是真相的細節往往不
忍直視：世界上裝備俄
製戰機的國家眾多，如
同印度空軍這般摔的卻

少見。這批俄製米-17V5直升機雖不是在印度生產，但俄羅斯應
印度要求在昌迪加爾為這批直升機專門建立了組裝和維護設施。
也就是說，飛機日常維護工作是由印度自己完成的。
從組裝和維護做起，是後發國家在軍工等方面追趕製造業強國的
必經之路，但印度軍工的表現，甚至令本國空軍都難壓怒火。

以作為印度空軍現役主力的蘇-30MKI為例，俄羅斯本已同
意提供相關生產線和零部件，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自行組裝，但
出自該廠的飛機事故率明顯高於俄羅斯工廠。 2018年，該廠組
裝的戰機甚至出現了尚未交付空軍便在試飛中墜毀的案例，不僅
刷新了蘇-30MKI墜機紀錄，也迫使印度不得不又斥資從俄羅斯
購買原裝戰機。

客觀而言，印度軍工體系近年來其實取得不少進步。畢竟，
能夠研發製造包括核武器和洲際導彈在內的大多數現代裝備，並
從國際軍火市場分一杯羹的國家，終究是少數。
印度軍工體系之所以給人一種孱弱的感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無論在印度國內還是在世界輿論裡，總是拿中印兩個相
鄰的發展中大國相互比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印度精英始
終怀揣成為“有聲有色的大國”的夢想，而印度脆弱的工業基礎
和弊病叢生的社會基礎難以支撐其雄心。

這種夢想和能力間的巨大差距，是印度在國際舞台掙扎不已
的重要原因。這種掙扎，又深刻影響和塑造了印度軍工體系的現
狀。具體而言，就是在國產武器設計上不顧實際能力，一味追求
好看的指標和先進的性能，總想一步到位赶超世界先進水平。而
當事與願違時，又缺乏足夠的耐心和長遠的計劃，傾向於進口替
代國產，導致無法形成促使本國軍工企業錘煉研發製造隊伍、逐
步完成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印度“30年磨一劍”的“阿瓊”主戰坦克，正是印度政府和
軍方朝秦暮楚、協調不一、缺乏定力的真實寫照。 1972年，印

度國防部向戰斗車輛研發中心下達了研發一款新型坦克的指令，
要求是全面超越聯邦德國當時正在研製、後來被譽為最優秀主戰
坦克之一的“豹2”，且發動機、火砲、彈藥、裝甲防護等主要
子系統均要國產。

儘管印度政府劃撥了當時可稱為天文數字的巨款支持，但印
度軍工企業直到12年後才制出首批樣車，首次廣泛的技術驗證
更晚至1988年。當時“豹2”早已量產服役10年並大量出口，而
“阿瓊”在驗證中表現之差令印度陸軍火冒三丈，要求政府直接
將該項目下馬。

但考慮到沉沒成本、政府臉面和國民士氣，印度政府拒絕軍
方提議，追加巨資試圖挽救，同時降低對性能指標的要求。然而
在1994年和1995年驗證中，“阿瓊”被陸軍判定為“不適宜上
戰場”，一些軍方人士更直言“阿瓊”是“無用的累贅”。

其實，在印度政府及軍方意識到本國技術實力無法支撐“阿
瓊”的性能目標時，曾果斷向以設計製造“豹2”坦克聞名的德
國克勞斯•瑪菲公司求助。但由於缺乏統一規劃，又沒有對印度
需要的戰場環境作細緻考察，不僅讓坦克在不斷改進中成了各國
零部件的昂貴大雜燴，而且一些先進的設備如德國的發動機也因
水土不服頻頻趴窩。坦克重量更是嚴重超標，以至於在印度大部
分公路和橋樑都無法通行。

到上世紀末“阿瓊”坦克勉強定型時，非但技術指標領先世
界成為奢望，甚至連基本的可靠性都無法保障。然而，印度政府
2000年仍強迫印度陸軍採購了100多輛“阿瓊”來撐顏面。諷刺
的是，這批坦克起初的採購預算已高達單車235萬美元，到了製
造環節實際高達470萬美元，甚至比美軍主力“艾布拉姆斯”坦
克還貴。最終，這批坦克於2004年開始交付。但到2015年印度
陸軍便證實，高達75%的“阿瓊”坦克因技術問題已經停駛。

更糟的是，由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等鄰國關係不睦，印度政府
出於邊防壓力和安撫陸軍，不得不於2001年斥巨資從俄羅斯購
買了310輛T-90S坦克。印度費時費力費錢，軍隊沒有得到可靠
的國產裝備，科研隊伍沒有積累足夠的自主創新，製造工藝還是
一如既往地停滯不前，徹底撈了個“三無”結果。

首任國防參謀長在自家軍機空難中身亡首任國防參謀長在自家軍機空難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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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秘魯衛生部：
超2000萬人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綜合報道 秘魯衛生部報告說，秘魯已經應用了超過4549萬劑新冠

疫苗，超過2000萬人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占秘魯免疫目標人口的72%。

報道稱，秘魯的免疫目標人口包括12歲以上人群，總人數爲2802萬

。上周，衛生部長埃爾南多· 塞瓦略斯指出，政府的目標是在2021年底

前爲80%的目標人群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塞瓦略斯強調，秘魯是拉丁美洲繼巴西、哥倫比亞和阿根廷之後，

接種疫苗人數最多的國家。關于疫情形勢，塞瓦略斯認爲，由于年末的

慶祝活動，預計新冠感染率會增加；但是，他強調已做好准備，以應對

可能出現的第三波疫情。

12月10日起，秘魯政府要求18歲以上居民在進入封閉的公共場所時，

必須出示紙質或電子的疫苗接種證明，並推出了一款可以下載疫苗二維碼

的手機應用程序“Carnéde vacunación”。秘魯衛生部報告稱，10日當天，

就有超過200萬人在他們的安卓和iOS手機上下載了該應用程序。

秘魯衛生部信息技術總幹事梅爾文· 加戈工程師透露說：“下載需

求很大，訪問量也很大，在安卓手機的應用商店上，有接近200萬的下

載量。在蘋果iOS系統上，幾乎有5萬次下載。”

他強調說：“民衆對這一措施的接受度很高，反應良好。二維碼只

是一個工具，民衆還可以拿著紙質版的接種疫苗證明。”

梅爾文· 加戈補充說，工作人員正在研究改進技術，如生成隨機二

維碼，而不再是靜態二維碼。

加拿大重新呼籲民衆避免
“非必要”出境旅行

綜合報道 盡管聖誕假期即將來臨，加拿大政府仍在更新其國民旅

行建議，再度呼籲加拿大人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出境旅行。

加衛生部長杜克洛斯在渥太華對媒體表示，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

株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蔓延令加官方擔心出現最壞的情況，“現在不是旅

行的時候”。

杜克洛斯並表示，公共衛生部門將加強在機場的落地強制檢測工作。目前

，所有來自除美國之外的入境旅客在抵達加拿大時均須接受病毒檢測。

加總理特魯多在回應媒體時表示，人們需要繼續對疫情保持警惕，

對聖誕假期計劃作出謹慎的決定。

加拿大自7月初以來逐步放寬邊境防疫限制措施，並在10月悄然取

消呼籲避免非必要跨境旅行的提示。但10月下旬以來，加拿大疫情出現

反彈，且近況愈發嚴重。

兩個人口大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的日增病例數都幾乎在直線上升

。12月15日，安省報告新增1808例，達到5月以來的峰值；魁省新增

2386例，創1月份以來的新高。兩省新增病例占全國新增病例的72%。

安大略省已決定盡快推進疫苗加強針(即第三劑)接種。從12月20日

起，年滿18歲的人士均可預約接種加強針。同時，該省宣布，對正常客

容量1000人以上的體育館、音樂廳、影劇院、博物館等場所重新實施

50%的人流量限制。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省長發出聲明，呼籲民衆聽從聯邦政府避免“非

必要”出境旅行的建議。

加公共衛生署近日公布的流行病學模型預測，如果奧密克戎變異株

繼續以目前的速度蔓延，加拿大到明年1月中旬時可能出現日增1.2萬例

病例的糟糕情況。

德國宣布驅逐兩名俄羅斯外交官
俄大使館：強烈抗議

綜合報道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當

天召見了俄羅斯駐德國大使，並宣布驅

逐兩名俄羅斯外交官。對此俄羅斯外交

部發言人瑪麗亞· 紮哈羅娃稱，莫斯科將

采取反制措施。俄羅斯駐德國大使館回

應說，俄方已就這一不友好的舉動對德

國表示強烈抗議，將在近期做出適當的

回應。

報道稱，這起外交糾紛的源頭是兩

年前發生在德國柏林的一起槍殺案。

2019年8月，一個名叫澤利姆汗· 漢戈什

維利的格魯吉亞男子在柏林蒂爾加滕公

園遭到槍殺。根據德國檢察官此前披露

的細節，死者早年是車臣反政府武裝的

一名指揮官，參與過第二次車臣戰爭，

並在2015年逃到了德國。

案件嫌疑人是俄羅斯男子瓦季姆· 索

科洛夫。德國檢方稱，索科洛夫在案發

當天騎自行車靠近了漢戈什維利，並用

一把帶消音器的格洛克手槍將其射殺。

檢方還聲稱，索科洛夫只是嫌犯使用的

“假名”，他的“真實姓名”應該是

“瓦季姆· 克拉西科夫”。

12月15日，柏林高等法院對此案做

出了裁決，法官奧拉夫· 阿爾諾迪裁決56

歲的索科洛夫殺人罪名成立，並判處其

無期徒刑。德國法院還認定，嫌犯是一

名僞造身份的俄羅斯情報人員，在俄羅

斯政府的“指使”下實行了這次“暗殺

行動”。

阿爾諾迪談及此案判決結果時甚至

聲稱，漢戈什維利“多年以前就放棄了

針對俄羅斯的敵對行爲”，因此“俄羅

斯指使殺人”的行爲可被視作“國家恐

怖主義”。

不過路透社提到，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2019年曾指控漢戈什維利參與過包括

2004年莫斯科地鐵爆炸案在內的多起犯

罪活動，普京當時形容漢戈什維利是一

名“血腥的恐怖分子”。

索科洛夫的律師對判決結果表示不

滿，認爲法院證據不足、“判決更多基

于臆測”，並堅稱索科洛夫並沒有使用

虛假身份，他只是一名來自聖彼得堡的

工程師。律師表示，將在一周之內決定

是否要提出上訴。

這起案件宣判後，德國外交部長貝

爾伯克15日召見了俄羅斯駐德國大使，

並以“俄羅斯下令在德國境內殺人”爲

由，宣布驅逐兩名俄羅斯外交官。“這

起謀殺案是由一個國家下令實施的，它

嚴重違反了德國法律和德國主權，影響

俄德兩國的關系。”貝爾伯克說。

對于德國當局驅逐外交官的行爲，

俄羅斯駐德大使館當天則表示強烈抗議

，並說將會對此做出“適當的回應”。

據俄羅斯塔斯社報道，俄大使館對

俄駐柏林記者表示：“我們確認，德國

外交部在12月15日通知俄羅斯大使，兩

名使館外交人員被列爲‘不受歡迎的人

’。我方已表示強烈抗議，並強調此類

毫無根據的舉動是明顯的不友好行爲，

我們不會無動于衷。近期我方就會做出

適當的回應。”

俄羅斯駐德大使謝爾蓋· 涅恰耶夫也

批評判決結果“出于政治動機，不夠客

觀”，對俄德兩國關系造成負面影響。

涅恰耶夫表示，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公

衆被不斷灌輸了“俄羅斯參與謀殺”的

荒謬指控，但這種指控始終沒有得到有

力證據的支持。

“我們非常關注法庭訴訟的結果，

這顯然是不友好的行爲，我們不會置之

不理。”涅恰耶夫說，“顯然有人從一

開始就想通過這件事給俄羅斯和德國新

政府之間的對話蒙上陰影。”

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

人瑪麗亞· 紮哈羅娃當地時間15日回應

此事稱，莫斯科將采取反制措施。紮哈

羅娃說，德國的舉動“很不友好”，俄

羅斯將很快發表進一步聲明。

摩爾多瓦總統作出最明確表態
希望盡快加入歐盟，俄媒：機會很小
摩爾多瓦總統馬娅· 桑杜接受采訪時

表示，該國正朝著加入歐盟的方向發展，

並希望盡快成爲該組織成員國。報道稱，

這是桑杜自去年上台後針對摩爾多瓦親西

方路線作出的最明確表態。

“摩爾多瓦希望有朝一日成爲歐盟成

員國。”桑杜在采訪中稱，摩爾多瓦“將

堅持自己的選擇”，並希望“其他國家尊

重這一選擇”。她補充說，她已經通知俄

羅斯官員，“歐盟模式更適合摩爾多瓦”。

桑杜聲稱，俄羅斯通過提高天然氣價格使摩

國生活變得非常困難。她還對俄羅斯在靠近

烏克蘭邊界地區的“軍事集結”表示擔憂。

她還說，得靠西方幫忙，才能把竊取摩爾

多瓦公款並逃往歐洲的罪犯緝拿歸案。路

透社稱，由于摩爾多瓦十分依賴俄羅斯天

然氣，桑杜去年年底上任後，一直沒有明

確表達摩爾多瓦的外交政策傾向。

摩爾多瓦親歐的立場沒有停留在口頭

上，15日，歐盟舉行第六屆東部夥伴關系

峰會，摩爾多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

格魯吉亞、烏克蘭領導人出席。俄塔社15

日稱，預計格魯吉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

將在這次峰會上發表聯

合聲明，呼籲加強與歐

盟的關系。但據歐洲消

息人士透露，在此峰會

上，歐盟領導人計劃重

申支持格魯吉亞、摩爾

多瓦、烏克蘭三國對于

加入歐盟的努力，但不

會就是否給予其成員國資

格作出任何承諾。

東部夥伴關系計劃

是歐盟與阿塞拜疆、亞

美尼亞、白俄羅斯、格魯吉亞、摩爾多瓦

和烏克蘭共同發起的一項聯合倡議。由于

歐盟對白俄羅斯采取制裁措施，白俄羅斯

于今年6月宣布停止參與該計劃。今年5

月，烏克蘭、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在基輔

簽署了關于“三方聯盟”的備忘錄，表達

加入歐盟的決心和強烈願望。俄媒稱，該

聯盟的活動與“歐洲一體化”幾乎沒有關

系，未來三國加入歐盟的機會很小。

摩爾多瓦還在加強與美國的聯系。據

摩爾多瓦“Point”網站報道，美國第二批

援助摩爾多瓦的軍事裝備14日運抵基希讷

烏，其中部分裝備將配發給摩爾多瓦在科

索沃地區的維和部隊。報道稱，美國軍事

援助是摩爾多瓦武裝力量發展和轉型計劃

的一部分，美國第一批援助裝備已于9月

運抵交付。

另報道，摩爾多瓦安全部門當天在一

架由基希讷烏飛往莫斯科的航班上扣留一

名俄羅斯記者，原因據稱是該記者拍攝了

有關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衝突的視頻。報

道稱，該記者被關押一個多小時後被釋放。

愛丁堡“血腥”立法者墳墓被闖入
進入者拿著政府部門發的鑰匙

綜合報道 愛丁

堡旅遊公司的一名員

工，進入位于格雷弗

裏亞斯柯克亞德的

“血腥”喬治· 麥肯

齊爵士的陵墓，並對

著屍體拍照。

警方正在調查這

起事件，一位發言人

說：“調查還在早期

階段。”

監管該市墓地的

部門意外發出了一些

墓地鑰匙，盜墓者用

了鑰匙，市議會也獲

悉了這一投訴。

一位消息人士告

訴《每日記錄》：

“有人進入了被鎖的

血腥喬治· 麥肯齊陵

墓，並取下了其中一

具棺材的蓋子。

他 給 屍 體 拍 照

，並與一位朋友一

起‘檢查’屍體，

以確定其性別。由

于鑰匙是意外得到

的，議會也被卷入

進來。”

喬治· 麥肯齊爵

士是愛丁堡最著名

的人物之一，死于

1691年。

他生前作爲一名

前主辯護律師，曾讓

數百人送死，並將

1000多人監禁在一塊

地上，獲得了“血

腥”的綽號。

陵墓的門應該是

被鎖上的，但遊客們

可以窺視到裏面古老

的句子：“麥肯齊，

夠膽就出來轉轉，丟

掉那門闩，扔掉那柵

欄”。

2004年，愛丁堡

有兩名青少年被起訴

。因爲他們強行進入

麥肯齊陵墓，並且玩

弄他的屍骨，後來他

們被判緩刑。

這是 100 多年來

第一次有人被指控

“侵犯墳墓”。在

此之前，墳墓也曾

在 1999 年受到過幹

擾，當時一名無家

可歸的男子在陵墓

中尋求一個可以休

憩的地方，從地板

上摔下來，留下一

個巨大的洞，至今

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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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日增確診病例破紀錄
擬暫停“與新冠共存”模式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表示，韓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達7850例，創下曆史最高紀錄。同日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表示，將實行

更強有力的防疫措施。報道表示，這

實際上意味著韓政府停止與新冠共存

的防疫模式。

報道稱，隨著新冠病毒檢測量的

增加，韓國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猛

增2283例。自11月1日韓政府放寬防

疫措施以來，韓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數居高不下，新冠重症患者和死

亡人數均大幅增加。

因此，韓政府初步決定，暫停

“分階段恢複日常措施”(與新冠共

存)防疫模式，進一步考慮降低私人聚

會限員上限、限制公衆聚集設施營業

時間等。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表示，政府

認爲當前防疫形勢異常嚴峻，將實行

更強有力的防疫措施。加強防疫措施

于17日公布，在年底前的兩周實施。

報道指出，金富謙表示，年底以

前將迎來本輪疫情的最大關口，政府

將把籌措病床和新冠疫苗接種，作爲

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包括優先擴充

並提高病床運轉率，年內額外籌措病

床供中等以上症狀病例使用，在首都

圈集中增設新冠定點救治醫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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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JAXA)19日宣布，12月20日開始招募宇航員

。截至上次招募的2008年，應征條件爲“大學

理科畢業”。此次取消該條件，不問學曆等，

降低應征門檻。

報道指出，美國主導的探月計劃將在本世

紀二十年代後期全面啓動等，日籍宇航員的

“活躍舞台將增加”，因此力爭獲得多樣化人

才。

報名表等所需手續將在JAXA網站上辦理，

受理至2022年3月4日。預計在書面篩選後經4

次選拔考試，2023年3月前後有數人合格。

曾爲應征條件的“自然科學類四年制大學

畢業”、“自然科學類3年以上實際工作經驗”

此次取消，條件僅爲截至2021年度底有3年以

上工作經驗。JAXA未透露詳情，可能是要求

擁有在企業等工作經驗和相當于大學畢業的教

育素養。

報道指出，由于在宇宙飛船內活動，日本

曾要求應征人員“身高在158至190公分”。

但因宇宙飛船推進改良，放寬爲“149.5 至

190.5公分”，且取消了“50至95公斤”的體重限制。只要

滿足視力、聽力等條件，也不論是否存在身體殘障。此前考

慮到宇宙飛船降落海面也要求具備遊泳能力，此次予以取消

，將于選拔後實施訓練。

據報道，JAXA現有7名宇航員，平均年齡52歲。照此以

往，隨著人員退休等，到探月活動活躍的2030年，將變爲2人。

合格者將于2023年4月加入JAXA接受訓練，2025年3

月前後被認定爲宇航員。

統計：韓國結婚不到6年夫妻中
逾4成家庭無子女

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近日

發布“2020年新婚夫婦統計”，

結果顯示，結婚未滿6年的韓國

新婚夫婦中，無子女家庭占比達

到44.5%。

韓國統計廳對截至2021年11

月 1日，結婚登記未滿6年、居

住在韓國境內且維持婚姻關系的

夫妻，進行了上述統計。

結果顯示，頭婚新婚夫婦的

平均子女數爲0.68名，同比減少

0.03名。其中，有孩家庭占比爲

55.5%，同比下降2個百分點。該

指標從2015年的64.5%逐年遞減

， 2016 年爲 63.7%、 2017 年爲

62.5%、2018年爲59.8%、2019年

爲57.5%，去年降至44.5%。單看

結婚進入第5個年頭的夫妻，無

孩家庭占比20.4%，同比增加2.1

個百分點。

按住房和收入條件看，有

住房家庭(0.76名)的平均子女數

高于無房家庭(0.62)，雙職工家

庭(0.76 名)高于單職工家庭(0.6

名)。

財産方面，42.1%的韓國頭

婚新婚夫妻中一方有房，87.5%

有家庭貸款，其貸款余額中位數

爲1.3258億韓元(約合人民幣71.6

萬元)，同比增加18.3%，可能歸

因于房價和房租上漲。

另外，2020年，韓國新婚夫

婦總數同比減少 6.1%，爲 118.4

萬雙。其中結婚未滿1年的夫婦

減少9.4%，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了疫情的影響。

無法忍受老板的壓力
泰國女員工一把火燒了公司石油倉庫，損失千萬

綜合報導 一名在泰國Prapa-

korn 石油公司工作多年的女員

工，因不堪老板的抱怨和給她

的壓力，竟一怒之下直接給公

司的儲油倉庫放了一把火，可想

而知火勢迅速失控，即使泰國消

防局出動了40輛消防車，花了4

個小時，才控制住火勢，最終將

大火撲滅。

38歲泰國女子絲麗雅（Ann

Sriya）稱，因被 65 歲的老板

Pipat Ungprapakorn 施壓至忍無

可忍，上月29日故意點火燒毀公

司在佛統府的倉庫，預計造成超

過4000萬泰铢（約762萬人民幣

）的損失。

根據閉路監控顯示，當時

絲麗雅手裏拿著一張紙，然後

走到裝燃油的集裝箱後面，把

點燃的紙扔進燃料容器裏引起

火災，殃及存放數千升油罐的

倉庫。

40多輛消防車趕赴現場滅火

，消防人員花了4個小時才將火

勢控制住。除了控制火勢外，消

防員還必須阻止燃燒的石油漏到

附近運河汙染住宅區。

最終有十多棟房屋在這場大

火中受損。一名村民手臂燒傷被

緊急送醫，現在已經脫離了生命

危險。

據了解，絲麗雅任職該倉庫

主管9年。她告訴警方，老板每

天都跟她抱怨並給她壓力。最終

，她忍無可忍一怒之下縱火燒倉

庫，沒想到後果這麽嚴重。

警方在本月到家中逮捕絲

麗雅，她對縱火供認不諱，目

前被拘留中。警方還在調查之

中。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1年12月19日       Sunday, December 19, 2021

假广告

2018年3月，廣西宜州乍洞村的百香果園正是播
種季節，當月月底，果園需要搭建
完40畝的百香果架子。這可讓第一
書記謝萬舉犯了難，“村裏的青壯
年都外出打工了，村裏幾乎抓不到
能來幫忙的青壯年勞動力。”一籌
莫展的謝萬舉在微信朋友圈發布求
助信息稱，乍洞村的果園需要趕在
月底前搭建完成40畝百香果架，急
需志願者。他沒想到的是，朋友圈
的“招聘廣告”給他帶來了一位金
髮碧眼的“洋助理”。

喜歡園藝工作 幫忙種百香果
彼時，因傷提前退休的尼克在

環球旅行，正在廣西旅遊的他決定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於是他主動聯
繫謝萬舉表示要當義工。“其實舉
哥（謝萬舉）是我一位南寧朋友的
朋友，我們之前加了微信，看了這
則消息我覺得我可以幫忙。”“朋
友帶我來到了乍洞村，在那裏，我
第一次見到了舉哥。”尼克眉飛色
舞地回憶着自己第一次和謝萬舉的
見面，剛到乍洞村他看到志願者們
冒雨搭建架子、拉線，他二話不
說，擼起袖子就加入其中埋頭幹
活。

“我在丹麥時，就非常喜歡園
藝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礎，看到他
們種百香果，我覺得我可以幫得上
忙，我懂技術也有能力。”尼克一
邊說着，手也沒閒着一邊在整理身
邊的百香果架子。忙完後，尼克向
謝萬舉提出想長期在乍洞村做義
工，“這裏的風景很美麗，但是你
很難想像這裏生活的人卻那麼貧
困，我想要幫助他們。”尼克說他
並不缺錢，他只是希望能讓退休生
活更有意義。

除草餵牛趕豬 幹活有模有樣
謝萬舉內心一開始是拒絕的。

“首先我們沒有專門的經費，這是一
份沒有報酬的工作；其次我很擔心他

一個外國人，語言
不通、飲食習慣不同，是否真的能適
應這裏的工作。”謝萬舉想讓尼克知
難而退，告訴他，“沒工資，沒錢，
你明白嗎？”未曾想尼克卻說：
“OK！沒問題。”於是，從那之後
尼克成為了謝萬舉的“洋助理”，除
草、餵牛、趕豬，他不僅都幹得有模
有樣，還樂在其中。

走山路研地形 見證修路成功
2016年，乍洞村14個自然屯

中，通水泥路的僅有1個自然屯，有
7個自然屯通砂石路，剩下的6個自
然屯只通僅供人行的羊腸山路。
2018年，尼克到來時，乍洞村人口
最少的自然屯——後飯屯還沒通上
路，人們甚至還得帶着鐮刀開山找路
才能進到屯裏。“我們從停車的地方
走進來，要走至少兩個小時，那根本
不能稱之為路，只是在山間蜿蜒崎嶇
的小道。”修路提上了議程。為了省
錢設計出最佳路線，他每天帶着尼克
來回在山裏走上十幾公里的山路，摸
清地形、設計方案。如今，看着在一
片翠綠中蜿蜒的水泥路，尼克更加理
解了謝萬舉扶貧工作的意義。

“尼克，吃飯啦！”原先的貧
困戶莫仁平如今站在政府幫忙新建
的磚瓦房前吆喝了一聲，不遠處正
忙碌着給百香果剪枝的尼克放下手
頭的活來到新房前平地，與謝萬
舉、莫仁平等一眾鄉親準備共進午
餐。“我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這裏都是黃色的土房子，村民們的
舊房子沒有水龍頭，也沒有網線，
但是也就短短4年的時間，政府幫
助村民們蓋起了新房子，他們也過
上了新的生活。”個子高的尼克坐
在和他身高並不相稱的矮板凳上，
抬頭指了指莫仁平的新房子。莫仁
平的家就住在乍洞村最偏遠的後飯
屯，以前他的夢想就是道路直通家
門口，而如今他早已夢想成真，並
且通過種植百香果和養蠶擺脫貧
困，開始了嶄新的幸福生活。

車子搖搖晃晃地在山間小道上迂迴前行，副駕上的尼克哼着歌，一邊時不時比

劃着手腳，一邊用蹩腳的中文和駕駛汽車的謝萬舉交流。對於廣西河池市宜州區劉

三姐鎮乍洞村第一書記謝萬舉來說，這只是他和“洋助理”尼克普通一日扶貧工作

的開始。尼克是來自歐洲盧森堡的退休警察，自2018年到乍洞村首次做志願者之

後，尼克便主動請纓成為第一書記謝萬舉的“洋助理”，無償幫助謝萬舉進村開展

扶貧工作。3年多來，尼克親眼見證乍洞村從一個深度貧困村到全村脫貧的蝶變，

這也讓他對中國有了不一樣的理解，“在國外，政府可能會給貧困戶錢，讓他們暫

時擺脫困難。然而在中國，政府是讓貧困民眾獲得生活的技能，

讓他們有過上幸福生活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蘇征兵 廣西河池報道

“奶奶，開心！”見到站在門口等着他
的耄耋老人，尼克用簡單的普通話熱情地打
着招呼。他還能說一些簡單的壯語，因為這
是他和謝萬舉的主要交流語言，除此之外，
兩人就靠微信翻譯和肢體語言。不過，語言
障礙卻沒有阻礙兩人合作無間。盧森堡駐華
大使俞博生竟也成為了他們的“粉絲”。

謝萬舉滑着手機屏幕，展示着盧森堡駐
華使館工作人員給他回覆的微信，臉上滿是
欣喜。“大使給我回信了，他說將會擇期來
乍洞村訪問考察。”尼克和謝萬舉一起完成
扶貧工作，已成為中盧民間交往的一段佳
話。更令尼克和謝萬舉意外的是，他們收到
了俞博生發來的邀請函，邀請兩人出席盧森

堡駐華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兩人興奮而
緊張地為赴會做了不少準備。6月23日晚，
一襲西裝的尼克和謝萬舉帶着能代表當地的
特色產品出席了招待會，並和盧森堡大使及
夫人聊着兩人在乍洞村搭檔扶貧的故事。

“當我把本地特產的蠶絲絲巾給大使夫
人掛在脖子上時，她非常喜歡，她告訴我
們，她和大使一定會來乍洞村看看。”回憶
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謝萬舉抑制不住地興
奮。

俞博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多次提及尼
克的故事，並表示盧森堡和中國之間有牢固
且不斷發展的友誼，而中國的減貧經驗也可
成為盧中合作的增長點。

民間義助傳佳話
盧駐華大使成粉絲

作為中國蠶桑之鄉，宜州有許多繭絲綢加
工企業，乍洞村通路後，村裏的養蠶大戶覃永
福通過養蠶脫掉了貧困戶的帽子。但是去年疫
情，繭絲綢的出口基本停滯，這也給以養蠶為
生的覃永福帶來了一定的影響。突如其來的新

冠肺炎疫情讓尼克開始思考新的發展方式。“中國的網絡購物
十分發達，特別是近幾年的網絡直播銷售，或許通過網絡可以
將乍洞村這麼優秀的產品銷售到更多的地方。”於是，6月底，
尼克和謝萬舉受邀踏上前往深圳的飛機，結伴去學習直播，為
乍洞村的發展尋找新的“財富密碼”。

在深圳海吉星消費扶貧中心，宜州牛肉條、西鄉獼猴桃、
田陽聖女果……深圳市對口幫扶地區的特色農產品整齊地擺放
在櫥櫃裏，琳琅滿目。截至今年4月中旬，該中心消費扶貧交
易額約100億元人民幣，來自各地的扶貧產品進駐這裏，既能
在線下展銷，又能在線上售賣，這讓尼克和謝萬舉心嚮往之。
證書、分級、標準化、包裝、PPT、品牌……尼克和謝萬舉首
次走進直播間，一邊認真觀察主播直播技巧，一邊比劃着手勢
進行簡單交流。“我們有很好的產品，但是卻不懂得如何包
裝、銷售。”

回村學以致用 提升蜂蜜包裝
學習結束回到乍洞村，尼克和謝萬舉立即“學以致用”。謝

萬舉將村民銷售的野生蜂蜜從普通的礦泉水瓶換成了玻璃瓶，
並貼上標籤。“包裝升級之後，價格也提高了不少。”謝萬舉
舉着蜂蜜介紹道。而身旁的尼克也笑着打趣道，“直播賣貨
後，舉哥的電話都要被打爆了，深圳學習的直播經驗真的很有
用！”尼克親眼見證了乍洞村的蝶變，他說他不是商人，但是
他依然願意為了讓乍洞村迎來下一次的新生繼續努力。“未來如
何我無法預測，但是我相信我依然會在乍洞村，繼續幫助這裏的
村民過上更好的生活。”尼克那雙藍色眼睛裏滿是堅定。

赴深圳學直播賣貨
讓山村農產“走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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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尼克（（前前））和謝和謝
萬舉因百香果種植而萬舉因百香果種植而

““結緣結緣””。。圖為兩人在整圖為兩人在整
理百香果架子理百香果架子。。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尼克（左一）和謝萬舉（右一）受邀出
席盧森堡駐華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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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17日上午到訪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了解立
法會換屆選舉中央點票
站的籌備工作進度。李
家超對在場工作人員
說：“為確保這次選
舉順利舉行，各工作
人員必須緊守崗位，
熟悉程序，並且要隨
機應變。我要求大家
用心、投入，全力以
赴，為政府、為香港
辦好這場具歷史性的
選舉。”

李
家
超
巡
中
央
點
票
站
勉
辦
好
選
舉

光明大道在眼前
用選票帶來幸福

梳理開箱分票驗票細節增培訓 優化點票更快知結果

曾
國
衞
：

中央在今年年初提出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堵
塞過去的漏洞及缺陷，以構建一套符合香

港實際情況，及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曾
國衞在訪問中表示，新的選舉制度的設計，着
眼於擴闊立法會的代表性，更好地體現社會各
界均衡參與，突破不同行業、界別、地區的利
益，更好地代表香港整體利益，繼續保持香港
政治制度多元化。

選出真心愛國愛港新一屆議員
他表示，當日自己一定會去投票，並呼籲

市民踴躍參與，“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光明
大道，有國家的無限支持，只要我們堅定信
心，共同努力，用好我們手上的選票選出真心
愛國愛港的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我們必定能夠
做好各項民生經濟建設工作，為市民帶來幸
福，令‘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香港開展
良政善治的好局面。”

市民除了希望選舉做到公平、公正及誠實
外，還期望選舉在安全、高效、人性化上有所

提升。曾國衞指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早已與
選舉管理委員會及選舉事務處作研究及商討，
共同全面梳理選舉安排，並重點提到多項優化
安排，包括全面落實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增
加發票櫃枱數目、網上實時告知選民票站輪候
時間，讓市民能夠選擇避開繁忙時段到投票站
投票，及設立關愛隊伍等。

在早前選舉委員會選舉中，最為人詬病
的是點票時間過長，許多市民都關注今次立
法會選舉的點票安排。曾國衞指出，以往為
防止功能界別的票錯投在地區票箱中，會先
開啟地區票箱，確保集齊所有功能界別選票
後才會運往中央點票站，但今次會規定在投
票結束後半小時內將功能界別票箱運往中央
點票站，如有發現錯投地區票箱的選票會另
行押送，預計可大幅提早功能界別的票箱開
啟時間。

他續說，局方會優化功能界別票箱交收流
程，盡快開啟票箱並展開點票工作，還在開
箱、分票、驗票、問題票處理、點票、公布流

程等各細節都進行了優化，及加強人員培訓及
操練。曾國衞表示，有信心今次立法會選舉的
點票能快速有效地進行，一定會比以往的選舉
更快公布結果。

內地港人長途跋涉行使投票權
受疫情影響，香港目前尚未能全面恢復與

內地正常通關，不少在內地的香港選民希望能
行使投票權利，因此今次立法會選舉有口岸票
站的安排。曾國衞指出，是次安排是特區政府
主導，並感謝中央及各相關部委的支持及配
合。

他表示，有關安排並非為了提升投票率，
而是為了便利在內地的選民。

他直言，今年有2.2萬名來自不同省份，
甚至包括東北和內蒙古的香港選民，長途跋
涉回港投票，足以證明有相當多市民希望透
過手上一票選出真正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
員，令香港可繼續發展、“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龍）香港
社會主流都期待隨着新一屆立法會的開
展，香港能聚焦發展，追回過往失去的
時間，但有反中亂港分子企圖煽惑市民
杯葛選舉，阻撓香港邁步向前。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訪問中強調，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任何人公開煽惑別人投白票、不
投票或投廢票都是違法行為，執法部門
會在掌握證據後堅決執法。他警告有關
人等不要以身試法，更不要低估特區政
府要帶領香港前行的決心。

香港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已達到
止暴制亂的效果，然而有個別外部勢力
聯同在港的反中亂港分子仍死心不息。
曾國衞表示，這些反中亂港分子不惜公
開煽動市民杯葛選舉或投白票，甚至有
外國媒體將選舉妖魔化，企圖減低投票
率，抹黑完善選舉制度，完全是癡心妄
想，“任何陰謀詭計或是破壞行為，都
無法改變香港特區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的事實，無法改變國家對香港撥亂
反正，以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決
心，更無法改變香港人齊心合力，達至
良政善治，市民安居樂業的想法。”

勿低估特區政府領港前行決心
他強調，任何人公開煽惑別人投

白票、不投票或投廢票都是違法行
為，執法部門會在掌握證據後堅決執
法，警告別有用心者不要以身試法，
試圖轉移視線、蠱惑市民，更不要低
估特區政府要帶領香港前行的決心。

就有人以“民意調查”名義發布所
謂“投白票”意向的數據，曾國衞表
示，過去有許多人聲稱自己專業客觀，
實則是披着專業的外衣進行反中亂港活
動。無論這些人通過什麼形式，只要有
證據證明他們誘使或煽惑他人投白票，
執法部門便會堅決執法，奉勸這些人不
要心存僥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
換屆選舉19日舉行，特區政府多名司局長17日
繼續呼籲市民投票。他們強調是次選舉意義重
大，是香港開啟良政善治的里程碑，並“約
定”選民19日一起去投票。

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17日到訪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視察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央點票站的
籌備工作進度時表示，這次立法會換屆選舉是
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里程碑，意義重大。全港
選民會首次選出90位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
的議員；以國家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為依歸的議員；真心服務市民，真正建設社
會，拒絕搞破壞 、不做“外國代理人”的議
員。他呼籲市民於19日踴躍行使公民權利，為
港為己投一票，更要以投票使選舉成功，不讓
破壞選舉的力量得逞。

議員政府良性互動益市民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社交網站上載影

片，記錄他17日在工展會參觀期間與市民溝通
的場景。其間，他向現場的市民和參展商派發選
舉單張，不少市民表示一定會去投票，陳茂波亦
和市民一起呼喊口號：“19號，齊投票！”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17日向勞福
局、社會福利署、勞工處及在職家庭津貼辦事
處全體同事發電郵，呼籲大家“1219 齊投
票”。電郵中提到，推行社會政策必須要得到
天時、地利、人和。每一位立法會議員不是手
持立法會一票這麼簡單，因為議員和議員之間
及議員與政府都有互動，足以左右某一項議案
通過與否，亦足以影響整項政府政策方向，帶

來深遠的影響，有機會才和大家分享一些重要
的例子。

香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陳帆、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和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薛永恒一齊拍片呼籲市民投票。曾自爆節約
用電家裏兩年“零電費”的黃錦星，在片中笑
言：“無論你是乜專業，屋企交幾多錢電
費。”薛永恒就借鑒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呼籲投
票時的言論道：“無論你食雞髀或者食西
多。”黃偉綸接力表示：“為香港，為自己，
記得出來投票！”陳帆則補充：“行路、跑步
或坐車，都要去投票。”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17日在其

facebook發布一段有關鼓勵市民投票的片段。
她說，新的選舉制度能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促進香

港繁榮穩定。
此外，新的選舉制度能提升議會和特區政

府，包括食衞局的管治效能，最終令業界得益。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和副局

長陳浩濂，聯同庫務署署長張秀蘭、審計署署
長朱乃璋和稅務局局長譚大鵬，17日拍片呼籲
市民投票。許正宇表示，這次選舉不僅是一場
選舉，更是新時代的開始，再次呼籲選民投下
神聖一票。

財庫局17日還透過facebook發帖表示，許
正宇與陳浩濂邀請了香港會計師公會現任及前任
會長方蘊萱及鄭中正，再次呼籲大家於12月19
日踴躍投票，參與構建新一屆立法會。公會已於
12月15日向所有會員發送電郵，呼籲大家積極
選出會計界於立法會的代表，並呼籲大家鼓勵身
邊朋友通過投票踴躍參與這次選舉。財庫局呼籲
廣大註冊會計師用公民權利選出民意代表，推動
會計專業向前，香港開啟良政善治。

高官齊心造勢 約定市民明投票

●陳茂波17日
參觀工展會期
間鼓勵市民踴
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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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就是香港特區完善選舉制度

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香港特區政府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 17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形容，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

條光明大道，市民要用好手上選票，選出

真心愛國愛港的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為

市民帶來幸福，令‘一國兩制’得以行穩

致遠，香港開展良政善治的好局面。”他

強調，局方已優化點票安排，將在投票結

束後半小時內將功能界別票箱運往中央點

票站，有信心今次立法會選舉的點票能快

速有效地進行，一定會比以往的選舉更快

公布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曾國衞17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將優
化點票流程，比以往更快公布選舉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大街小巷選舉氣氛火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立選聚焦立選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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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保障家人健康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第第1212屆火花愛兒童聖誕午餐和玩具贈予活動屆火花愛兒童聖誕午餐和玩具贈予活動
昨天上午在昨天上午在Southwest Multi Service CenterSouthwest Multi Service Center 舉行舉行

圖為休士頓警察局長圖為休士頓警察局長Troy FinnerTroy Finner （（右三右三 ））於昨天中午趕到現場於昨天中午趕到現場
，，與還在工作的義工們合影與還在工作的義工們合影（（右起右起 ））洪良冰洪良冰、、世華工商婦女會美世華工商婦女會美
南分會會長孫玉玟南分會會長孫玉玟，，世華世界總會長黎淑瑛世華世界總會長黎淑瑛、、何真等人合影何真等人合影。。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休士頓市長協助辦公室和社區部和警察部門共有合作舉辦的
第12屆火花愛兒童聖誕午餐和玩具贈予活動於昨天（12月18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在
Southwest Multi Service Center(6400 High Star Dr. Houston ,Tx.77074) 舉行。

因為疫情，此項活動採取以免下車，由工作人員在路邊將餐盒及玩具抬至車上的服務形式，
為約120個家庭及其孩子們提供服務。據主辦單位表示：此活動預先有350名兒童註冊，確定他們
在假期期間缺乏聖誕禮物或食品，登記通過的兒童及家庭當天可獲得熱騰騰的午餐，玩具及獎品
。

今年的贊助者很多，有 Amazon,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Ashcroft Communities,
ABC Dental, 華人愛心組織（C.A.R.E. ), St. Luke‘s Day School, Target, Houston Food Bank, Hous-

ton Fire Department, CM Edward Pollard, JP Israel Garcia, Senator John Whittier, Panaderia Tierra Cali-
ente, Riot Creative Imaging.

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由發起人黃登陸及現任會長陳煥澤率領洪良冰，甘幼蘋，黃泰生、王秀
姿等多人，按照往年慣例，今年提供350份熱騰騰的午餐及食品。而世華工商婦女會也由會長孫
玉玟及世界總會會長黎淑瑛率領理事張瓊文、宓麥蘭、邵梅五、李迎霞、何真、張玲玲、邱秀春
、徐麗斐、吳展瑩等多人，自上午八點多即來到現場，將會友們捐助的$2200元都買了聖誕玩具，
整理、包裝，分發給前來領取食物及聖誕禮物的小朋友們。

休士頓警察局長Troy Finner也於昨天中午近一點時來到現場，表達對活動的關切，並與在場
的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白宮醫學顧問福奇博士週三表示白宮醫學顧問福奇博士週三表示，，
目前沒有必要進行針對目前沒有必要進行針對omicronomicron特定的加強注射特定的加強注射。。OmicronOmicron冠狀冠狀
病毒株不需要特定變體的加強劑病毒株不需要特定變體的加強劑，，這對一些美國人來說意味著第這對一些美國人來說意味著第
四劑疫苗四劑疫苗。。福奇說福奇說，，我們的加強疫苗方案對我們的加強疫苗方案對OmicronOmicron有效有效，，不需不需

要注射特定變體的加強疫苗要注射特定變體的加強疫苗。。但包括福奇在內的一些流行病學家但包括福奇在內的一些流行病學家
承認承認，，最終需要第三針才能構成全面疫苗接種最終需要第三針才能構成全面疫苗接種。。福奇說福奇說，，兩劑兩劑
mRNAmRNA疫苗疫苗，，即輝瑞和即輝瑞和ModernaModerna注射劑注射劑，，可以提供相當大的保護可以提供相當大的保護
，，防止因防止因omicronomicron住院住院。。如果您還沒有接受疫苗注射如果您還沒有接受疫苗注射，，請盡快進請盡快進
行疫苗接種行疫苗接種。。如果您已經注射了如果您已經注射了33次疫苗次疫苗，，則無需額外注射疫苗則無需額外注射疫苗
。。

福奇說福奇說，，兩劑兩劑mRNAmRNA疫苗疫苗，，即輝瑞和即輝瑞和ModernaModerna注射劑注射劑，，可可
以提供保護以提供保護，，防止因防止因omicronomicron住院住院。。如果您還沒有接受疫苗注射如果您還沒有接受疫苗注射
，，請盡快進行疫苗接種請盡快進行疫苗接種。。如果您已經注射了如果您已經注射了33次疫苗次疫苗，，則無需額則無需額
外注射疫苗外注射疫苗。。

航空公司表示航空公司表示，，人們對人們對OmicronOmicron的擔憂可能會抑制一些假期的擔憂可能會抑制一些假期
旅行旅行，，OmicronOmicron的變體可能會影響未來的航班預訂的變體可能會影響未來的航班預訂。。從週三開始從週三開始
，，加州將要求在室內公共場所普遍戴口罩加州將要求在室內公共場所普遍戴口罩，，從從1212月月1515日到日到11月月
1515日日，，加州將要求在室內公共場所普遍戴口罩加州將要求在室內公共場所普遍戴口罩，，自感恩節以來自感恩節以來
，，加州的病例率增加了加州的病例率增加了4747%%。。OmicronOmicron病毒現已在病毒現已在3636個州被發現個州被發現
。。預計未來幾周美國預計未來幾周美國OmicronOmicron病例的比例將繼續增長病例的比例將繼續增長，，儘管它仍儘管它仍
僅佔所有新病例的僅佔所有新病例的33%%。。新的新的OmicronOmicron變體的到來讓人懷疑它是變體的到來讓人懷疑它是
否需要自己的加強劑否需要自己的加強劑，，因為它有大量的突變因為它有大量的突變。。

航空公司表示航空公司表示，，人們對人們對OmicronOmicron的擔憂可能會抑制一些假期的擔憂可能會抑制一些假期
旅行旅行。。從從1212月月1515日到日到11月月1515日日，，加州將要求在室內公共場所普加州將要求在室內公共場所普
遍戴口罩遍戴口罩，，自感恩節以來自感恩節以來，，加州的病例率增加了加州的病例率增加了4747%%。。

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協調員齊恩斯表示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協調員齊恩斯表示，，美國擁有包括抗擊美國擁有包括抗擊
omicronomicron在內的病毒的工具在內的病毒的工具，，無需封鎖城市無需封鎖城市。。現在現在9595%%的美國人的美國人
都可以接種疫苗都可以接種疫苗，，我們知道如何讓我們的孩子繼續上學我們知道如何讓我們的孩子繼續上學，，讓我們讓我們
的企業繼續營業的企業繼續營業。。而且我們不會關閉學校或企業而且我們不會關閉學校或企業。。衛生官員呼籲衛生官員呼籲
美國人接種疫苗美國人接種疫苗，，注射加強針注射加強針，，在室內戴口罩在室內戴口罩，，並在旅行前和假並在旅行前和假
期聚會前接受檢測期聚會前接受檢測。。

在全球範圍內在全球範圍內，，超過超過7575個國家報告了個國家報告了omicronomicron確診病例確診病例。。在在
美國美國，，已有已有3636個州檢測到該變種個州檢測到該變種。。與此同時與此同時，，DeltaDelta在許多地方在許多地方
都在飆升都在飆升，，熱點在新英格蘭和中西部上游熱點在新英格蘭和中西部上游。。病例數最高的五個州病例數最高的五個州
是新罕布什爾州是新罕布什爾州、、羅德島州羅德島州、、密歇根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和佛蒙特州明尼蘇達州和佛蒙特州
。。

在全球範圍內在全球範圍內，，超過超過7575個國家報告了個國家報告了omicronomicron確診病例確診病例。。在在
美國美國，，已有已有3636個州檢測到該變種個州檢測到該變種。。與此同時與此同時，，DeltaDelta在許多地方在許多地方
都在飆升都在飆升，，熱點在新英格蘭和中西部上游熱點在新英格蘭和中西部上游。。

在歐洲在歐洲，，omicronomicron的傳播速度非常快的傳播速度非常快，，那裡的每個國家都試那裡的每個國家都試
圖讓他們的人民注射疫苗圖讓他們的人民注射疫苗，，尤其是兒童尤其是兒童。。OmicronOmicron在英國的傳播在英國的傳播
速度超級快速度超級快，，那裡的人們可能不得不認為那裡的人們可能不得不認為omicronomicron將將omicronomicron將將
攪和與破壞他們的聖誕假期攪和與破壞他們的聖誕假期。。福奇在週三的講話中突出美國的疫福奇在週三的講話中突出美國的疫
苗研究苗研究，，確認美國的疫苗能有效預防針對確認美國的疫苗能有效預防針對OmicronOmicron病毒的影響和病毒的影響和
攻擊攻擊，，當人們知道這一點時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當人們知道這一點時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

福奇週三表示目前沒有必要進行針對福奇週三表示目前沒有必要進行針對omicronomicron的加強注射的加強注射

圖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及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的代表在贈送聖誕禮品圖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及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的代表在贈送聖誕禮品
現場合影現場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代表代表（（左起左起））洪良冰洪良冰、、黃登陸黃登陸、、羅秀娟羅秀娟
等人正在為前來的車陣送上午餐盒及聖誕禮物等人正在為前來的車陣送上午餐盒及聖誕禮物。。

福奇博士週三表示福奇博士週三表示OmicronOmicron冠狀病毒株不需要特定變體冠狀病毒株不需要特定變體
的加強劑的加強劑，，這對一些美國人來說意味著第四劑疫苗這對一些美國人來說意味著第四劑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