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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眾搶居家快篩試劑 商家平台限量供應
（中央社華盛頓 22 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人恢復假日旅遊連同 Omicron 變異株迅速
擴散，使民眾今天急忙尋找居家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快篩試劑，導致多家
主要經銷商限制每位客戶購買數量。
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和其平台上的供應商今天開始限制每人購買試劑數量。
美國藥妝連鎖業者 CVS 和華爾格林公司（Walgreens）宣布，每名顧客最多只能分
別購買 6 個和 4 個試劑盒。
華爾格林在新聞稿中說，這個決定是在 「對居家快篩試劑的驚人需求」 導致公司庫
存緊繃後做出。
華爾格林表示，公司計畫和供應商 「努力工作」 ，以便讓貨架上出現較多試劑，但
預料有些商店可能會出現短暫缺貨。
由於缺乏居家快篩試劑，全美各地都有人在診所或移動檢測點排隊候檢，有時要等
上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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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妹妹宣布競選總統，
朴槿惠妹妹宣布競選總統
，韓國政壇風雲再起
【綜合報道】22 日，朴槿惠妹妹、前韓國育英財團理事長朴
槿姈召開記者會，宣布參加明年的總統大選，並發出了一番“驚
人”表態——建議廢除韓國現有的、“一權獨大”的總統制，改
為雙首長並立的“半總統制”。
也就是說，如果朴槿姈贏得此次大選，那麼韓國很可能會出
現 2 個“半總統”共同執政的情況，韓國的歷史將就此改寫。
當然了，競選總統光靠這些“天馬行空”、令人震驚的表態
可不行。
當天，朴槿姈還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經濟、改善民生的措施，
例如為共生經濟提供製度支持，防止機會和能力不平等造成收入
不平等，具體措施主要包括在農村和漁村地區推行基本收入製度
，將生產、金融、教育等公共性領域的一半進行國營化。
很顯然，與“半總統制”一樣，朴槿姈提出的這一系列舉措
，也同樣大膽。
那麼問題來了，朴槿姈此次參選勝算幾何，又會對現有局勢
造成什麼影響？以及是否與朴槿惠有關呢？
首先，我們要先來說說朴槿姈。
據悉，韓國前總統朴正熙一共有 4 個子女，分別是長女樸在
玉，二女朴槿惠，三女朴槿姈，四子為朴志晚。
其中，樸在玉是朴槿惠同父異母的姐姐，兩人感情不錯，但
她並未踏足政界，並已於去年 7 月去世。
二女朴槿惠，在朴正熙遇刺身亡後便進入政界，並於 2013
年正式出任韓國總統，也是韓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但在 2017
年因“親信干政案”被彈劾下台，並被判刑 20 年，目前仍在服
刑。
至於三女朴槿姈，或許是因為父親朴正熙與姐姐朴槿惠太過
“耀眼”，相比之下名聲不顯。
並且，在朴正熙去世後，朴槿姈也曾效仿朴槿惠、多次試圖
進入政界，但每次都鎩羽而歸。隨後轉戰商界，最風光時，就是
出任育英財團的理事長。
但好景不長，在朴槿姈的領導下，該財團經營不善、虧損嚴
重，朴槿姈也被免去了理事長一職。
2018 年，首爾高等法院又以涉嫌欺詐罪，判處朴槿姈有期徒
刑 1 年 6 個月，併罰款 1 億韓元。
可見，朴槿姈的能力確實不咋滴，如果真當了韓國總統，那
就不是整垮一家公司的事了。
其次，朴槿姈與朴槿惠雖說是親姐妹，但卻更像“針鋒相對
”的對手。
或許是朴槿惠表現太亮眼，朴槿姈打小不受重視的原因，姐
妹二人的關係一直就不好。尤其是在朴正熙去世後，這種關係便
開始迅速惡化了。
簡單舉 3 個例子吧。
1，朴正熙遇刺後，朴槿惠帶著弟弟妹妹搬出了青瓦台，開
啟了遠離政壇 18 年的生活。
1993 年，朴槿惠通過努力成為了育英財團的理事長，但過沒多久

，支持朴槿姈的“崇慕會”
便帶頭向其“逼宮”，迫使
朴槿惠不得不將理事長一職
轉交給朴槿姈。
而這，就是朴槿姈如今“前
育英財團理事長”頭銜的由
來。
2，在被親妹妹“逼宮
”後，朴槿惠結束從商生涯
，又回到了政界。
期間，朴槿姈多次在政治上
與姐姐唱反調、公開反對朴
槿惠；而朴槿姈的丈夫申東
旭則因為撒佈有關朴槿惠的
謠言，被朴槿惠告上法庭，
並送進監獄。
也正因為朴槿惠親手將妹夫
送進監獄，令她與朴槿姈的
姐妹情，再次下降至冰點。
3，在朴槿惠被彈劾下
台、鋃鐺入獄之後，朴槿姈
一次都沒有去探望過朴槿惠
，在外界看來，二人的姐妹情已經走到終點了。
結合種種情況不難看出，能力平平的朴槿姈並不是當總統的料，
並且她此次參選，也與“解救”正在牢獄之中的朴槿惠沒有什麼
關係。
那麼，朴槿姈此次參選究竟是為了什麼、出於何種目的呢？
第 1，朴槿姈參選背後，顯然有財閥勢力在支持和出謀劃策
。
一來，儘管朴槿姈能力不濟，但其身上的“朴槿惠妹妹、朴
正熙子女”等頭銜，確實不錯的賣點，若運用得當，很可能吸引
到部分朴槿惠支持者的擁護。
二來，朴槿姈提出的“半總統制”，也表明了她背後還有一
人想當總統。
假如，最後朴槿姈真成了韓國總統，還實施了“半總統制”
，那麼真正說話管用、執掌大權的，估計不會是朴槿姈。
總結來看，朴槿姈或許只是被推上台前的一枚棋子，真正在
暗處謀劃的，或許還是某些財閥、反對派勢力。
第 2，隨著大選來臨，韓國內部的財閥、反對派勢力也紛紛
開始“下注”了。
一方面，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派出了呼聲高漲的尹
錫悅，與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雙雙領跑民調，基本構建了
“兩強爭霸”格局。
其中，國民力量黨原名叫“未來統合黨”，該黨骨干成員又
都來自朴槿惠、李明博等人所在的大國黨。

另一方面，朴槿姈這次是以在野黨“新韓半島黨”總統候選
人的身份，參加大選的。
這就意味著，朴槿姈與尹錫悅背後的財閥、反對派勢力，可
能不是同一夥人。
眾所周知，在韓國，一直流傳著一句話——鐵打的財閥，流
水的總統。
但韓國的財閥勢力，也是分門別派的，各自都有謀劃。例如
，與朴槿惠“親信干政案”相關聯的，就是韓國巨頭三星集團。
可見，隨著新一輪大選到來，韓國財閥內部的爭鬥也拉開序
幕了。
第 3，韓國大選持續推進，財閥、反對派勢力不斷發力，文
在寅的處境也愈發艱難了。
要知道，文在寅上台的初衷與夙願，就是肅清韓國政壇的
“政商糾纏”現狀，斬斷財閥勢力伸向政壇的觸手。所以，從文
在寅上台開始，他就已經站到了財閥、反對派勢力的對立面。
如今，文在寅任期將至，被“打壓”了近 5 年之久的財閥、
反對派勢力，即便再如何內鬥，也會以高度“一致對外”的姿態
，去抗衡文在寅與執政黨。在尹錫悅強勢“出線”後，朴槿姈又
嶄露頭角，這表明財閥勢力已經開始按捺不住、發起攻勢了。
如此一來，曾將李明博、朴槿惠等多位前總統送進牢獄的文
在寅，在下台後面臨“清算”的可能性也將大大增加。眼下，文
在寅的總統任期確實所剩無幾了，留給其縱橫卑闔的時間也確實
不多了。

韓國新冠危重症病例創新高 單日新增死亡病例首過百
（綜合報導）韓國新冠疫情持續擴散。新冠危重症患者連日增加，創疫情暴發以來最高值。
同時，新冠死亡病例新增 109 人，首次出現單日新增升至三位數。
報導稱，自 20 日起，韓國新冠危重症患者連續增加，截至 23 日，已達 1083 例，刷新自疫情暴

發以來的紀錄。同時，當天新增 109 例新冠死亡病
例，單日死亡病例首次升至三位數。
另一方面，截至當地時間 23 日零時，韓國新增
6919 例新冠確診病例，確診人數出現小幅下降。分
析認為，這可能與 18 日起，政府收緊防疫政策，叫停“分階段恢復日常”防疫模式有關。
韓國防疫當局推測，若保持社會距離措施產生效果，到下月底，單日新增病例有望減少至
4700 例水平，但若效果未達預期，單日新增病例可能增至 8400 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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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物價飛漲 巴西聖保羅市同時舉行反飢餓遊行
【綜合報道】12 月 21 日下午，巴西聖保羅市多個街區同時舉行了 15 場抗議活動，反對飢餓、失業和
生活成本上漲等社會問題。
據巴西環球網報導，反飢餓遊行由人民運動中心（CMP）等機構組織，在聖保羅市中部的布坦坦
（Butant ）地區、赫利奧波利斯（Heliópolis）和帕萊索波利（Paraisópolis）貧民窟以及聖馬特烏斯（S o
Mateus）等地區的超市附近進行。此外，聖保羅州聖若澤杜斯坎波斯（S o Josédos Campos）市中心的阿方
索佩納（Afonso Pena）廣場上也組織了抗議活動。
抗議人群拿著平底鍋、骨頭和橫幅抗議飢餓問題，將一封斥責社會不公平的公開信發放給附近的商戶
，並在遊行結束時向公眾宣讀了這封信。
飢餓更大程度地影響著生活在郊區和貧民窟地區的人們。他們再也無法忍受這樣痛苦，無法忍受飢餓
時卻看到億萬富翁不斷增加。食物一直都有，超市也一直是滿的，缺少的只是能買到食物和社會公平的錢
。
在聖保羅市中心，抗議活動於下午 3 時左右在證券交易所門前開始。上個月，這裡擺放了紐約華爾街
雕像的複製品，一隻金色公牛。這座雕像飽受爭議，在擺放了 8 天后被撤走。 12 月初，一隻瘦骨嶙峋的
母牛雕像被安置在同一個位置，意在表現人們的飢餓和痛苦。
CMP 的協調員雷蒙多•邦菲姆（Raimundo Bonfim）指出，這些抗議活動還於下班之後在其他地區繼
續進行，以方便上班族參與。邦菲姆還提到，由於罐裝燃氣、能源稅、大米、豆類和石油的價格上漲，再
加上失業和收入銳減，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數百萬人甚至連基本的食物都沒有。
抗議活動由巴西律師協會（OAB）人權委員會的代表們全程陪同。據陪同赫利奧波利斯抗議活動的
委員會代表弗拉維奧•施特勞斯（Flavio Straus）介紹，巴西的飢餓問題侵犯了法律規定的人權，例如
1988 年憲法第 227 條規定的食品保障。

日本專家：
：奧密克戎毒株已在
韓外交官員召見日本公使 對核污水排海審查表憂慮 日本專家
（綜合報導）韓國外交部 23 日表示，韓外交部氣候環境科學外交局長李桐圭，日前召見日本駐韓國
大使館經濟公使浪岡大介，就日本強行執行核污水排海程序表示憂慮，並傳達了表明韓方立場的外交信
函。
報導稱，韓國外交部一官員表示，此舉旨在力促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向日本政府傳達韓方的立場和外
交信函。該人士表示，今後就有關事宜將繼續同有關部門、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保持溝通和協商。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提交核污水排海計劃申請。隨後，韓國政府召開緊急會
議，對日方此舉表示憂慮，並表示將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方闡明立場。
此前報導稱，韓國多地民眾近期舉行多場示威活動，反對日本核污水排放入海。

日本多處地點開始擴散

（綜合報導）日本 NHK 電視台、ABEMA 電視台等日媒消息，日本政府新冠疫情專家
組組長尾身茂 23 日召開記者會，表示雖然日本還未出現奧密克戎毒株全面擴散情況，但可
以判斷“病毒已在多個地點開始擴散”。
尾身茂指出，這種定點擴散可能造成傳染情況進一步擴大，人們仍應繼續控制外出，醫
療機構也需加強檢查力度。正值年末，尾身茂談到回老家、年末聚餐等情況時稱，必須貫徹
防疫舉措，盡量避免不必要不緊急的外出活動。
日本大阪府 22 日報告 3 例感染途徑不明的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這是日
本國內首次報告感染源不明的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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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半意大利人因憂疫情放棄度假

歐盟批準第五款疫苗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隨著新冠病毒奧米克戎
變異株持續擴散，有調查指出
，近一半的意大利人，放棄了
外出度假，超過 15%的人取消
聖誕和新年旅行。此外，美國
諾瓦瓦克斯公司研發的疫苗，
成爲獲歐盟緊急使用授權的第
五款新冠疫苗。

場研究所發布調查報告指出，
鑒于人們對新冠疫情及奧密克
戎 的 擔 憂 ， 已 有 48% 的 意 大
利 人 ， 大 約 2400 萬 人 放 棄 了
外出度假；16%的人，約 800
萬 人 已 取 消 聖 誕和新年的旅
遊行程。
報道稱，目前，意大利只
有 24%的人，已確定聖誕和新
年 外 出 旅 遊 ， 大 約 有 90% 的
疫情堪憂
人，選擇在國內旅行。
意大利人放棄外出度假
意大利衛生部最新新冠疫
據報道，隨著新冠病毒奧 情數據顯示，意大利的新冠確
米克戎變異株對聖誕和新年構 診病例、住院和重症監護患者
成的威脅不斷加深，意大利市 ，均呈上升趨勢。爲此，意大

意大利單日確診超 28000 例
奧米克戎患者增至 84 例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診病例 28064 例，死亡 123 例。
截至 16 日 18 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5364852 例，死亡病例 135544 例，治
愈病例 4881836 例。
據報道，根據基因(ICoGen)綜合信息平台疫情數據顯示，截至 18 日
下午，意大利奧米克戎變種病毒病例已上升至 84 例。其中倫巴第和坎帕
尼亞是感染人數最多的地區，倫巴第確診病例 33 例，坎帕尼亞確診病例
20 例。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院長布魯薩費羅表示，可以預測奧米克戎變
種病毒會在意大利廣泛傳播，這與其他歐洲國家觀察到的情況基本一樣
，未來幾天奧米克戎確診病例可能會繼續增加。
布魯薩費羅說，目前各地區報告確診病例增長數量證明了監控是有
效的，迄今爲止，“我們的建議仍然是接種疫苗、佩戴口罩和減少集體
活動”。意大利衛生部下周將啓動一項新的快速調查，對意大利全國奧
米克戎等變種病毒流行情況進行梳理。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表示，評估奧米克戎變種病毒在意大利的
增長速度非常重要，關系到大流行的整體趨勢。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任菲格利奧羅將軍指出，面對奧
米克戎等變種病毒的快速傳播和當前對疫苗接種周期完成者的監督情況
，發現疫苗有效期在 5 至 6 個月就會逐步失去效力。因此，不得不考慮
減少疫苗接種綠色通行證的有效時間。
根據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周末簽署的法令，從 12 月 20 日起，
意大利馬爾凱、利古裏亞、威尼托、特倫托自治省將升級爲黃色疫情防
疫區。此外，卡拉布裏亞、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博爾紮諾自治省已經
被列爲黃色疫情防疫區，目前意大利共有七個大區(自治省)被列爲黃色
疫情防疫區。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助力
柬埔寨保障農業收成
綜合報導 柬埔寨環保部消息稱，該部門將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合
作，幫助柬埔寨農民開展重新植林項目，保障農業收成，以應對氣候變
化對農業生産帶來的衝擊。
柬埔寨環保部稱，有關項目是獲得世界銀行適應基金提供資
金，主要是通過再植林、耐旱稻米品種和改善灌溉系統，讓農民
有能力應對最惡劣的氣候變化衝擊。除柬埔寨外，世界銀行適應
基金也在南非、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和烏幹達等多個國家開展
類似項目。
據介紹，柬埔寨八成人口目前是依賴農業維生，由于氣候變化造成
近年來降雨量異常，加上非法伐木破壞天然灌溉系統和土質，影響農作
物收成和農民收入。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項目主任阿提法曼吉強調，有關項目是由當地社
區驅動，鼓勵民衆參與和提出問題，並合作尋求解決方案。阿提法曼吉
表示，建立當地社區能力至關重要，以便其有能力持續改善和應對氣候
變化。
截至目前，柬埔寨環保部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經合作在 1875 公頃土
地上重新植樹，幫助農民收集更多雨水和改善當地灌溉系統，使約 2000
戶家庭受惠。

利羅馬、那不勒斯等主要城市
，已經決定取消舉辦聖誕和新
年的集會等慶祝活動。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
委員會主任菲格利奧羅呼籲，
聖誕節期間，要主動遵守防疫
規定，積極接種第三針疫苗，
共同應對奧米克戎帶來的威脅
，避免在節日期間舉行大型聚
會。

瓦瓦克斯公司(Novavax)研發的
疫苗，使該疫苗成爲了獲歐盟
緊急使用授權的第五款新冠疫
苗。
不過，EMA 說，關于該疫
苗對某些新冠病毒變種、包括
奧米克戎的效力，目前的數據
仍然有限。經過全面評估，歐
洲藥品管理局人用藥品委員會
(CHMP) 一 致 認 爲 ， 該 疫 苗 的
數據是可靠的，符合歐盟的療
美國諾瓦瓦克斯疫苗獲歐 效、安全和質量標准。
盟緊急使用授權
據報道，當地時間 20 日，
當地時間 20 日，歐洲藥品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診病
管理局(EMA)推薦使用美國諾 例 16213 例，死亡 137 例。

“奧密克戎海嘯襲擊歐洲！”
荷蘭“全面封城”，民衆紛紛搶購物資
綜合報導 據報道，聖誕節前一周，
由于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奧密克戎毒株快速
蔓延，荷蘭宣布“封城”，並成爲新毒株
疫情中歐洲第一個采取該措施的國家。法
國、奧地利、丹麥等國家也加強了防疫措
施。
荷蘭首相呂特在電視新聞發布會上
宣布，荷蘭將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進入嚴
格的封鎖狀態。“荷蘭再次封城。這是不
可避免的，因爲奧密克戎毒株引發的第五
波疫情正在向我們逼近。”他警告說，如
果現在不采取行動，可能會導致“醫院面
臨難以控制的局面”。
根據荷蘭新的限制措施，所有非必要
的商店和服務，包括餐館、理發店、博物
館和健身房將從 19 日開始關閉，直到明年
1 月 14 日。限制措施還包括每戶家庭只允
許接待兩名訪客，聖誕節和新年的聚會訪
客數量可以放寬至四名。
在媒體預告荷蘭將“封城”後，荷
蘭人紛紛湧入全國各地的購物中心，在
“最後一刻”購買聖誕物品。理發店和
商店前也排起了長隊。18 日下午鹿特丹

市中心人滿爲患，市政
府不得不呼籲人們不要
到市中心。
根據荷蘭國家公共
衛生與環境研究所公布
的數字，過去一周，荷
蘭單日新增病例在 1.5 萬
左右。
法國每天新增病例
已超過 5 萬例。爲此，
總理卡斯泰周末宣布，
計劃把“健康通行證”
改爲“疫苗通行證”。這意味著未完整接
種疫苗者將無法進入餐廳、文化、運動等
場所。卡斯泰警告稱，奧密克戎正“以閃
電般速度在歐洲傳播”，每 2-3 天確診病
例就翻一倍。巴黎市政府宣布，取消原定
于香榭麗舍大街舉辦的跨年音樂會與放煙
火活動，避免群體聚集。
其他歐洲國家也加強了防疫措施：從
周一開始，奧地利將只允許持有“2G 證明
”的旅客進入該國，即必須完全接種疫苗
或已康複。丹麥關閉了劇院、音樂廳、遊

樂園和博物館。愛爾蘭對酒吧實施了晚上
8 時後的宵禁，並限制參加室內和室外活
動的人數。
德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RKI）公
布的數據顯示，德國前一天 24 小時新增
感染病例 29348 例，較一周前的 32646 例
感染要少，但隨著聖誕節和新年將至，
專家擔心趨勢即將逆轉。德國各地也正
加強防疫措施。在所有德國周邊國家中
，目前只有盧森堡未被列爲“高風險地
區”。

阿富汗經濟告急
伊斯蘭合作組織呼籲美國解凍阿資產

綜合報導 伊斯蘭合作組
織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
召開外長理事會特別會議，商
討國際社會如何協力拯救阿富
汗經濟免于崩潰。
會議決定設立一個人道主
義信托基金，由伊斯蘭開發銀
行與其他國際機構合作籌措對
阿富汗援助款。與會代表還呼
籲美國解除對阿富汗中央銀行

海外資産的凍結，使阿富汗銀
行系統盡快恢複正常運轉。
這次會議爲期兩天。除伊斯
蘭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聯合國、
國際金融機構代表也應邀參會。
作爲會議東道國，巴基斯坦
總理伊姆蘭· 汗呼籲伊斯蘭世界和
國際社會盡快向阿富汗提供援
助，“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動，
阿富汗將走向混亂”，那樣“對
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伊姆蘭· 汗指出，阿
富汗塔利班已經承諾，會
遵守外國爲解除對阿經濟
制裁而設定的條件。
阿富汗臨時政府代
理外交部長阿米爾· 汗·
穆塔基在會上重申：
“我們向全世界、特別

是伊斯蘭國家保證，阿富汗的領
土不會被用于攻擊任何一方。”
他還強調政府將重視保障“人權
、婦女權益和不同地區阿富汗人
才參與（國家治理）”。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費薩
爾· 本· 法爾漢· 阿勒沙特說，阿
富汗如果發生人道危機，可能導
致更大動蕩，進而影響地區和國
際和平。他說，阿富汗人民“受
苦已久”，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
國應向阿提供人道援助。
美國今年從阿富汗完全撤
軍、結束阿富汗戰爭後，拒絕
承認塔利班政權，拒絕解凍阿
富汗中央銀行逾 95 億美元海外
資産，使飽受戰亂和制裁的阿
富汗重建資金匮乏，加劇其經
濟和人道主義危機。

據聯合國估算，阿富汗
3800 萬人口中，超過一半面臨
“危機級別”的饑餓問題，且
持續惡化。
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
副秘書長馬丁· 格裏菲思說，由
于物價飛漲，許多阿富汗家庭買
不起食物和燃料，貧困率可能達
到驚人的97%，阿富汗國內生産
總值可能在一年內下降30%，男
性失業率可能翻番至 29%。
格裏菲思呼籲向阿富汗提
供捐助的國家表現“靈活性”
，允許捐款用于支付公共部門
雇員工資，支持政府向民衆提
供醫療、教育、電力等基本需
求服務，“讓阿富汗民衆有機
會熬過這個冬天，同時鼓勵他
們與家人一起留在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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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當選馬來西亞

這地運出了 29 萬袋去汙廢棄物！

盼

福島核事故 10 年後

年度漢字：
2021

綜合報導 據報道，馬來西亞經曆新冠疫情
後，各行各業正逐漸複蘇之際，當地民衆選出
“盼”字成爲 2021 年度漢字。
報道稱，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漢字依然在今
年十大候選漢字中居于多數，這與去年“疫”
字一枝獨秀不同。
今年的年度漢字投票競爭頗爲激烈，如
“盼”、“亂”、“累”和“苗”等字都得到
不少民衆投票支持，最終“盼”字以微弱優勢
勝出。
馬來西亞的年度漢字是由馬中華大會堂總
會(華總)與漢文化中心主辦。華總會長吳添泉
19 日在線上揭曉今年的年度漢字時表示，馬來
西亞與鄰國新加坡今年都不約而同選出“盼”
爲年度漢字，顯示民衆對政治穩定、疫情受控
與經濟複蘇的期待。
馬漢文化中心主席、年度漢字工委會主席
吳恒燦說，從民衆投票情況來看，70 歲以上與
40 歲以下民衆尤其青睐“盼”字。他說，漢字
是中華文化的基因，持續進行年度漢字評選反
映馬來西亞在世界推廣漢語的努力。他希望借
由年度漢字評選，讓中華文化繼續在馬來西亞
“發出光芒”。
馬來西亞年度漢字評選今年是第11屆。過去十
屆中選的年度漢字分別是“轉”“改”“漲”
“航”“苦”“貪”“路”“變”“騙”和“疫”。

A5

道出民衆心聲

綜合報導 據日媒報道，
日本福島縣白河市完成了伴
隨福島核事故産生的去汙廢
棄物的運出工作。
據報道，核電站事故發生
後，福島縣內進行的去汙處理
中産生的汙泥和廢棄物，現在
仍在繼續從各地的臨時堆放
場，運往福島第一核電站周
邊的過渡性儲存設施。
其中，白河市共産生了
29 萬袋以上的廢棄物，經過
6 年多的時間，終于將廢棄
物從臨時堆放場全部運出到
過渡性儲存設施。18 日，該
市在運出工作完成後舉行了
儀式。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
東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引
發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
站發生嚴重核泄漏事故，此
後數年，當地一直圍繞核事
故展開去汙作業。據日本環
境省介紹，2015年3月開始，
福島多地將廢棄物從臨時放
置場運往過渡性儲存設施。

2021年12月26日

柬埔寨再現奧密克戎病例
馬航 MH17 客機墜毀案四人缺席審判拒絕指控
洪森稱不會采取“封鎖”措施
荷蘭將量刑
綜合報導 盡管柬埔寨疫情持續
得到控制，每日確診病例數量逐步
下滑，但仍受到變異病毒奧密克戎
影響，柬埔寨首相洪森強調要加
強防控，同時表示不會再采取
“封鎖”措施。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
當天新增報告 5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治愈出院 11 例，新增死亡
2 例，兩人都未接種疫苗。新增確
診病例中，4 例爲社區傳播感染病
例，1 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截至
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 12.04 萬
例，累計治愈 11.67 萬例，累計死亡
3003 例。
柬埔寨衛生部稱，該國已發
現第二例奧密克戎確診病例。患
者 爲 25 歲 伊 朗 籍 男 子 ， 一 個 月
前 赴 非 洲 東 部 肯 尼 亞 ， 11 月 14
日從肯尼亞出發，轉機迪拜和泰
國 曼 谷 ， 12 月 16 日 抵 達 金 邊 國

際機場。
柬埔寨衛生部指出，患者在機
場接受快速檢測，結果呈陽性反
應，樣本被送到巴斯德研究所，
檢測結果證明感染奧密克戎變異
毒株。目前正在金邊防治肺結核中
心治療。
這是柬埔寨出現的第二例奧
密克戎確診病例。第一例確診病
例患者爲 23 歲柬籍女性，12 月 12
日從加納回國後確診感染奧密克
戎病毒。
洪森 18 日再次呼籲民衆對奧密
克戎病毒保持冷靜，切勿驚慌失措
。他同時要求繼續嚴格落實防疫措
施，並敦促各個相關部門加快新冠
疫苗接種工作，尤其是向老年人和
兒童接種新冠疫苗。
洪森說，雖然柬埔寨新冠疫情
尚未結束，但政府將不會再采取
“封鎖”措施。

綜合報導 荷蘭檢察官將在本周就 2014
年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MH17 客機在烏克蘭
上空墜毀事件，對四名缺席聆訊的涉案嫌
疑人提出量刑建議。
本周的聆訊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
附近的一個高保安法院進行，從 20 日開始
，爲期三天。
荷蘭檢察官還將在法庭上正式提交起
訴書，以“謀殺該波音777型飛機上298人”
的罪名起訴四名涉案嫌疑人，包括俄羅斯
公民伊戈爾· 吉爾金(Igor Girkin)、謝爾蓋·
杜賓斯基(Sergei Dubinsky)和奧列格· 普拉
托夫(Oleg Pulatov)，以及烏克蘭公民列昂
尼德· 哈爾琴科(Leonid Kharchenko)。
四名被指參與事件的人員都拒絕出席
荷蘭的聆訊。
2014 年 7 月 17 日，從荷蘭阿姆斯特丹
飛往吉隆坡的馬航 MH17 客機在靠近俄羅
斯邊境的烏克蘭頓涅茨克州上空墜毀，機
上 298 人全部罹難。三分之二的遇難者爲
荷蘭籍，其余是澳大利亞、英國、馬來西

亞與印度尼西亞等 16 國的公民。
國際調查人員認爲，MH17 客機飛越
烏克蘭東部地區上空時，被一枚 BUK(山
毛榉)導彈擊落，並指稱“該導彈是從一個
俄羅斯軍事基地運出”的。
荷蘭主導的馬航 MH17 空難聯合調查
團在 2019 年 6 月 19 日宣布，對四名涉案嫌
疑人提起刑事訴訟，四名據稱在烏克蘭民
間武裝擔任軍事或情報要職的嫌疑人，被
控犯有謀殺罪。
預計荷蘭法院最快將
在 2022 年年底作出裁決。
法院發言人向法新社表示
，這起訴訟的最高刑罰爲
終身監禁。
另據此前報道，俄方
屢次堅決否認對 MH17 航
班墜毀事件負有責任，並
指責聯合調查團對俄羅斯
“抱有成見”。俄羅斯外
交部稱，鑒于俄方被排除

在聯合調查團之外，俄方對該調查的公正
性深表懷疑。俄方向荷蘭提交了本國雷達
數據，以及能證明烏克蘭列裝的“山毛
榉”導彈擊落波音客機的文件資料，但
被調查人員無視。
盡管證據存在諸多漏洞，調查結果也
頗具爭議性，當地時間 2020 年 3 月 9 日，
荷蘭海牙地方法院還是開庭審理了 MH17
空難案。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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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有着 7,200 萬年至 6,600 萬年歷史的化
石屬於一隻沒有牙齒的獸腳類恐龍，是迄今為
止科學記錄的最完整的恐龍胚胎。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榕蓉 攝

家雞胚胎發育過程姿勢演變

年歷史。化石蛋內蜷曲的恐龍胚胎，屬於一隻
沒有牙齒的獸腳類恐龍，保持的姿勢就像
雞正準備從蛋中孵化一樣，讓科學家
進一步了解恐龍胚胎孵化前是如何
今為止科學記錄的最完整
的恐龍胚胎化石，相關
研究亦同步發表在

該枚胎 恐化 龍石 胚從

頭到尾總長度估計為
27 厘米，蜷曲在一個長
度為 17 厘米長形蛋化石中。
恐龍胚胎頭部位於身體下方，
腳在兩側，身體背部沿着蛋的鈍
端蜷縮着，姿勢與現代鳥類胚胎類
似，清晰展現了其存活時的狀態。而該
動作是鳥類所特有的孵化前收縮動作，被
認為是為了保證胚胎的孵化成功和提高生存
幾率。

《iScience》 雜
誌上。

中英加團隊研究發現屬竊蛋龍

6600

由中國、英國、加拿大三國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團
隊解釋稱，“英良貝貝”被發現於中國江西贛州白堊紀
晚期地層。保存姿勢在已知的恐龍胚胎中是獨一無二
的，根據標本短高且無牙的頭骨，被確定胚胎屬於竊蛋
龍類。竊蛋龍類是一類身披羽毛的獸腳類恐龍，目前已
知來自亞洲和北美的白堊紀地層，牠們與現代鳥類關係
密切。其多變的喙部形狀和體型很可能使牠們具有廣泛
的食性類型，包括植食性、雜食性和肉食性。

鳥類孵化前動作或遺傳自恐龍
通過將之與其他獸腳類恐龍、長頸的蜥腳類恐龍和
鳥類的胚胎進行比較，研究團隊提出，原本被認為是鳥
類所特有的孵化前不久產生的一系列的收縮姿勢，可能
最早是從幾千萬年或幾億年前的獸腳類恐龍中演化而來
的。更多胚胎化石的發現對於進一步檢驗這一假說有着
極其重要的作用。
來自香港的英國伯明翰大學博士生馬慧芯稱，恐龍
胚胎是最稀有的化石之一，它們中的大多數保存都不完
整，骨頭錯位。而“英良貝
貝”的發現令人興奮，它的保
存狀況非常好，研究人員可以
憑借它來回答很多關於恐龍生
長和繁殖的問題。“有趣的
是，這隻恐龍胚胎和雞的胚胎
在蛋裏的姿勢相似，這可能表
明了牠們在孵化前有着相似的
行為。”；中國地質大學的邢
立達副教授說，該恐龍胚胎是
2000 年左右由英良集團的董事
長劉良搜集的一批疑似蛋化石
中的一枚，2015 年被發現是一
枚重要的恐龍胚胎標本；愛丁
堡大學的史蒂夫．布魯薩特教
授表示，這個蛋裏面的恐龍胚
胎是他見過的最漂亮的化石之
一。“這隻出生前的小恐龍看
起來就像一隻蜷縮在蛋裏的小
鳥，這又一次證明了今天鳥類
的許多特徵最早是從牠們的恐
龍祖先中演化出來的。”

“
英良貝貝”
英良貝貝
”
恐龍胚胎發現地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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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2 米/高 3 米/最重 33 千克

竊蛋龍孵化圖

活動及與鳥類的關係。這是迄

竊蛋龍

竊蛋龍類是一類身披羽毛的獸腳類恐龍，目前已知來自
亞洲和北美的白堊紀地層，牠們與現代鳥類關係密切。其多
變的喙部形狀和體型
很可能使牠們具有
廣泛的食性類型，
包括植食性、雜
食性和肉食性。
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

中國恐龍蛋巢化石
在美拍出 42 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的山東、廣東、河南、四川等地均曾有大規模恐龍蛋化
石群被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枚珍貴的帶胚胎的整巢恐龍蛋化石，被走私
香港後運至美國，最終在 2006 年，以高出預估價將近一倍的 42 萬美元成
交。
綜合中外媒體報道，2006 年 12 月 3 日，寶龍伯得富拍賣行美
國洛杉磯分部舉行自然歷史物品拍賣專場，在拍賣會上，一枚
1984 年出土於中國廣東的恐龍蛋巢化石以近 42 萬美元的高
價被拍賣，大大超過 22 萬美元的原定價格。拍賣行發布
的圖片顯示，被拍賣的化石巢幾乎每一枚恐龍蛋內都
含有恐龍胚胎，該化石被認為是 6,500 萬年前的一
種會飛行的兇猛的掠食性恐龍。
中國遠古地理環境非常適宜恐龍生存，
四川自貢、雲南祿豐、甘肅永靖、廣東
1. 霸王龍
河源與南雄、江西贛州、內蒙古二連
長
14 米/高 6 米/
浩特、浙江東陽均有大量恐龍化石
最重
15 噸
出土，但這些地方並未被大規
霸王龍即雷克斯暴龍，
模發現恐龍蛋化石。相反在
屬暴龍科中體型最大的一
山東萊陽、廣東河源、
種。生存於白堊紀末期的馬斯
湖北十堰青龍山、河
特 里 赫 特 階 距 今 約 6,850 萬 年 到
南南陽西峽縣，則
6,500 萬年時期。化石分布於北美洲的
被發現了大量
美國與加拿大，是最晚滅絕的白堊紀恐龍
的恐龍蛋化
之一。
石群。

晚
白
堊
紀
活
躍
恐
龍

相。該化石出自中國江西贛州，有着至少 6,600 萬

江西出土福建亮相 至少 萬年前 蜷曲姿勢如現代鳥類

“英良貝貝”的恐龍蛋化石，22 日在福建省科技館亮

史上最完整恐龍胚胎

中國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一枚名叫

2. 三角龍 長 12 米/高 4 米/最重 20 噸
角龍科的植食性恐龍一屬，一種巨型四足植食恐
龍。化石發現於北美洲的晚白堊紀晚馬斯特里赫特階地
層，約6,500萬年前。三角龍是最晚出現的植食恐龍之一，同
時也是最強悍的植食恐龍，所以被作為晚白堊紀恐龍的代表。

3. 風神翼龍 長 11 米/高 5 米/最重 0.25 噸
是一種翼手龍，也叫披羽蛇翼龍，生存於晚白堊紀（坎潘階到馬斯特
里赫特階），約 8,400 萬年前到 6,500 萬年前，風神翼龍翼展超過 11 米
長，牠是人類已知最大的飛行動物，是先進而缺乏牙齒的翼龍類。
4. 薄片龍 長 15 米/最重 7 噸
是生活在距今 8,500 萬至 6,500 萬年白堊紀晚期的海洋爬行動物，脖子的長度可達 6
米，四個鰭狀肢看起來就像船槳一樣，泅水像海龜一樣慢。雖然身體巨大，但牠的腦袋太
小，因此不可能對大獵物發起攻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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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林鄭月娥 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工作

：香港新選制是好制度

● 習近平主席與林鄭月娥在會見前合照。

一國兩制要堅定貫徹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及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22 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圖為習主席聽取林鄭月娥匯報
各項工作。
新華社

聽取她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

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顯，經濟逐步復甦，社會
保持安定。林鄭月娥行政長官領導特別行政區
政府，依照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立法，對香港選舉制度作出系統性修改
完善；成功舉辦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立法會選
舉，推動符合香港實際的民主發展邁出堅實步
伐；堅決執行香港國安法，依法止暴制亂、撥
亂反正，維護法治的權威和尊嚴；採取積極措
施，推動特別行政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
深化同內地交流合作。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成功舉辦選舉 廣大同胞民主權利得到體現
習近平指出，幾天前，香港舉行了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在新選舉制度下，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先後舉行，都取得了成功。廣大香港同胞當
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得到體現，“愛國者治
港”原則得到落實，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廣
泛、均衡參與的政治格局得到確立。實踐證
明，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
合香港實際，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支
撐，是一套好制度。

“一國兩制”不斷完善 優越性將進一步彰顯
習近平強調，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黨
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一國兩制”作為重要內容寫入其中。香港
回歸祖國 20 多年不平凡的歷程充分證明，實
行“一國兩制”，有利於維護國家根本利
益，有利於維護香港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
廣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中央將繼續堅定不

特首：立會選舉確保 愛國者治港

習近平指出，一年來，香港由亂到治的局
面不斷鞏固，局勢不斷向好發展。新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京
報道）正在北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 22 日晚在京向媒體表示，新的立法會選舉完
全確保“愛國者治港”並且具有廣泛代表性。她
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她時指出，香港新
一屆立法會選舉更符合“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使香港邁向更民主發展的
方向，她對此完全贊同。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我們堅信，隨着
實踐不斷深入和制度體系不斷完善，“一國
兩制”的優越性將進一步彰顯。廣大香港同
胞一定能弘揚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同全國
各族人民攜手並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共同奮鬥。
林鄭月娥感謝習近平主席對特區政府過去
一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她說，2021年真的是非
常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在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方面。她還表示，非常高興能在任期
最後一年到京述職。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中共中央辦公廳主
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中
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張曉明，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
聯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等參加會見。

林鄭月娥對媒體表示，今次赴京述職是自己
5 年任期當中最後一次。能在香港疫情受控的情
況下，有一個親自到北京向領導人述職，親自向
領導人表示感謝的機會，很高興。感謝中央領導
人對香港的關心支持和對她本人的信任。
她說，2021 年對香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
年，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意義重大的一年。
這一年香港特區切實執行香港國安法以及完善特
區選舉制度，先後完成選委會和立法會兩場選
舉。
提及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林鄭月娥表示，現
在組成的立法會完全能確保“愛國者治港”，而
且也具有非常廣泛的代表性。期待未來的立法會
能更代表香港民意，能把香港各方面意見帶到立
法會裏，跟行政機關充分合作配合，當然也要監
督特區政府工作，為香港市民多做一些有建設性
的、有發展性的事業。
她說：“習主席提出，我們現在的立法會選
舉是更符合‘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際情況，使香港邁向更民主發展的方向。這個
我完全贊同。”
她又指，最近兩天，美西方國家、“五眼聯
盟”對立法會選舉作出一些沒有根據的批評，“我
認為習主席的講話非常有力地反駁了這些。”

李克強囑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馬
靜及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2 日上
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取她對香港當
前形勢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

﹁

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區政府工作
李克強表示，今年以來，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穩健施政，有效防
控疫情，促進經濟恢復。中央政府對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
肯定的。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2 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
新華社
林鄭月娥表示，2021 年很不容易，是意
公安部長趙克志，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
義重大的一年。感謝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有效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國務院港澳事
防控疫情，香港各界期盼盡早恢復與內地通
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張曉明，中
關。未來香港將集中精力聚焦發展經濟、改
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
善民生，努力開創新局面。
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行政長官辦公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國務委員兼
室主任陳國基等參加活動。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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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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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華人浸信會

向中央領導人提出復關問題

在回應立法會選舉投票問題時，林鄭月娥表
示，特區政府對投票率並無特定目標，談不上勝
與敗。最重要的是本次選舉體現“愛國者治
港”，且選務工作是公平、公開、公正、廉潔、
高效的。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此行只有一個目的，就
是年度述職，並未做其他事情，也沒有想自己未
來的事。她表示，自己一直會擔任行政長官直到
明年 6 月 30 日，在這段時間裏，所有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發生的事，需要行政長官來處理的，都會
由她本人處理，“並不會因為到任期最後，就不
認真做事，會將行政長官需要做的工作做好。”
她還透露，在與兩位中央領導人會面時，都
提到了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最熱切的恢復兩地正
常通關問題。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爭取早日恢復
正常通關，滿足香港市民的期望。

林鄭：感謝中央挺港有效防控疫情
李克強指出，中央政府將繼續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方針，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
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鞏固提升香
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有利於
為香港實現更大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希
望特別行政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助力國家改革開放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着力解決與市民
大眾切身利益相關的突出問題，提升廣大市
民獲得感，推動香港各項事業取得新進步。

新立法會具非常廣泛代表性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廣告
星期日

2021年12月26日

Sunday, December 26, 2021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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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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