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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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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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15/2022

（中央社）美國司法部今天宣布，極右翼組
織 「守誓者」（Oath Keepers）創辦人羅茲和其
他10人因參與去年1月6日國會暴動事件，而依
共謀煽動叛亂罪遭到起訴。

法新社報導，在針對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的一
系列調查中，這是首度以這麼嚴重的罪名起訴當
時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

56 歲的羅茲（Stewart Rhodes）是右翼民兵
組織 「守誓者」的創辦人和領導人，他和組織內
另一成員巴耶荷（Ed Vallejo）今天上午遭到逮

捕。
另9名與 「守誓者」有關的男子，先前在同

案中依較輕罪名遭到逮捕，如今也被指參與了共
謀煽動叛亂罪行。

美國司法部發表聲明說： 「在2020年11月3
日總統大選後，羅茲與同案被告和其他人共謀，
以暴力阻撓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執行總統權力移
交的相關法律。」

聲明說，為阻止國會認證拜登（Joe Biden）
勝選的程序，這些人制定了 「闖入並企圖控制國

會大廈建地和建物」的計畫。
聲明說，就在被告採取這些行為的同時，某

些守誓者成員帶著武器和彈藥留在華府郊區，準
備在衝突升高時，攜械前往國會大廈增援。

在司法部調查中遭到起訴的超過725人中，
這11人是第一批依煽動叛亂罪名遭起訴者。這
個非常罕用的罪名改變了外界對這起攻擊事件的
看法，而共和黨人自國會遇襲以來一直試圖避重
就輕。

美依煽動叛亂重罪美依煽動叛亂重罪 起訴涉國會遇襲案起訴涉國會遇襲案1111人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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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83-year--old Dallas great
grandmom Barbara Ingram
recently went back to school
again. She said, “I still want to
be able to go out and be
challenged. I got bored. And I
decided that I needed to do
something mentally to stay busy.
”
She decided to take on a new
challenge and went back to
Harvard University. She said, “It
was the best school I could go to
and the hardest school I felt I
could go to.”

This grandmom started an online
course. She had her own routine.
She started her studies at night
at 10:00 pm and studied until 2:
30 am in the morning. She is

taking the course online, but
eventually wants to visit the
campus.

She says she loves to study so
much, but that she feels almost
guilty with all of the sadness in
the pandemic world.

Ingram says her message to all
seniors is that, “Age is just a
number.”

Today in this pandemic time we
feel so sorry for a lot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seniors. We want
them to know that you need to
act and be active in your life.

Great grandmom Barbara Ingram
shows us what she is doing.

These days our society needs
more positive images to lead us
to a better life,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0101//1414//20222022

Great Grandmom GoesGreat Grandmom Goes
Back To HarvardBack To Harvard

居住在達拉斯現年八十三
歲的曾祖母芭布拉伊格蘭女士
，目前正在哈佛大學经濟系苦
讀 ,希望拿到博士學位， 她的
故事在全美傳為佳話。

伊格蘭說 「我決定要繼續
繁忙 ，否則我覺得無聊， 希
望走出去接受一些挑戰。」

當疫情持續蔓延期間， 她
決定一項新挑戰， 回到哈佛去
唸書 ，他認為那是一間最好最
難進去的大學。

這位滿頭白髪的哈佛學生
，每天固定晚上十點到凌晨二
時半埋首讀書 ，目前她都在網

上學習。
伊格蘭女士之向學精神，

在各社區激起浪花 ，我們常言
的活到老學到老 ，年齡只是一
個數字罷了。

疫情給我們帶來太多的苦
難和寂寞， 尤其是許多孤單無
助的年長者 ，伊格蘭女士是最
好的榜樣 ，大家要努力把自已
動起來。

面向陽光， 走進陽光，
才是活在這個世界上人生之真
諦，我們要向所有長輩們說聲
多多保重。

曾祖母再返哈佛深造曾祖母再返哈佛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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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前敘利亞上校拉斯蘭遭控在大馬士革一間拘留中心
監督虐待、謀殺被拘留者的行為，德國法院今天在全球首宗敘利
亞內戰相關違反人道罪審判中，判處拉斯蘭終身監禁。

德國法院這一判決，意味全球首個針對敘利亞
政府施虐民眾行徑的審理來到終點；受害者將此
「歷史性」判決稱為正義的勝利。

58 歲的拉斯蘭（Anwar Raslan）因 2011 年和
2012年在大馬士革的 「哈蒂柏（Al-Khatib）拘留
中心」（又稱 251 處，Branch 251）監督謀殺 27
人、施虐4000人，而被判有罪。

拉斯蘭 2012 年自敘利亞政權叛逃後，赴德國
尋求庇護，並於2019年2月於柏林被捕。

科布倫茲（Koblenz）法庭稱拘留中心 「條件
極糟」，審判期間，超過80名證人作證；審判長
柯貝（Anne Kerber）表示，儘管這些人 「非常害
怕敘利亞政權，無論是為自己還是為其家人」，
他們還是站上證人席。

柯貝說，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訴諸 「暴力」和 「使用大量軍火
」來鎮壓2011年3月爆發的抗議活動。

柯貝表示，被拘留者在不衛生、擁擠不堪的牢
房中無法坐下或躺下，他們不僅 「遭虐，還挨餓

、難以（呼吸）空氣」。
法庭宣判時，拉斯蘭維持冷漠，他穿著一件綠色冬季外套，

透過耳機聆聽判決。

檢察官說，拉斯蘭在獄中監督強暴和性虐待，以及電擊、用
拳頭、電線和鞭子毆打被拘留者，並剝奪其睡眠。

出庭作證的受害者謝特（Firas al-Shater）說，拉斯蘭被判終
身監禁 「無法與他們對我們所做之事相比」，但這是對民主的支
持。

另一名受害者穆克達（Wassim Mukdad）對判決感到寬慰，
「它傳遞出的訊息是，在敘利亞發生的酷刑和罪行是違反人道罪

，作惡者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敘利亞律師彭尼（Anwar al-Bunni）在德國一家DIY商店與

拉斯蘭相遇時，認出了拉斯蘭是將他送進監獄的人，他為 「正義
的勝利」感到非常高興， 「我很高興…這是敘利亞和敘利亞未來
的勝利」。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稱此
判決為 「向前邁進的里程碑一步」；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提供了審判中的一些證據，執行主任羅思（Kenneth
Roth）形容這項判決 「具歷史意義」。

法院2020年4月就此案展開審理，除拉斯蘭，還有一名被告
賈里柏（Eyad al-Gharib），他被控協助逮捕抗議者並送往拘留
中心。

去年，賈里柏被判4年半徒刑，那是全球第一起針對巴夏爾
．阿塞德政府虐民行徑的法律判決。

全球首宗敘利亞政府虐民審判
前上校判終身監禁

新加坡會展業走出疫情陰霾 航空展2月登場
(本報訊)受COVID-19疫情影響，新加坡會展業一度遭逢重

創，不過目前已漸漸走出陰霾、逐步復甦；今年將有不少國際會
議、會展活動將於星國登場，包括預定2月舉行的航空展。

會展業向來是新加坡的重要產業之一，以往每年都有許多來
自全球各地人士到新加坡參加各項國際會議、會展活動。國際會
議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也曾
多次將新加坡評選為亞太地區最佳會展城市。

不過，2020 年初，全球爆發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情，跨國旅行備受限制下，許多國際會議、活動都被
取消或改成線上方式進行，新加坡會展業飽受衝擊。

新加坡旅遊局展覽及會議署執行署長許文威接受中央社記者
專訪時坦言， 「過去2年可以說非常艱辛」，就像是人類疫苗接
種與COVID-19病毒變種速度的一場比賽。

面對這場疫情，他表示，新加坡政府關注會展業者及社區的
健康安全，在重視健康安全前提下，針對重啟會議、商務會展活
動採取嚴謹、循序漸進的方式， 「畢竟我們不可以原地不動」。

新加坡作為開放式經濟體，面臨 「關不住的壓力」。許文威
指出，疫情爆發前，會展業提供星國民眾3萬4000個工作機會，

附加值約新幣38億元（約新台幣779億元），約佔新加坡GDP
的1%。

談及新加坡會展業如何走出疫情陰霾，他說，主要挑戰是如
何安全地開放。為此，2020年7月，星政府制定了安全商務活動
架構，要求會議主辦單位必須證明自身有能力符合相關規定，舉
辦活動的申請才會被批准。

這一年多來，新加坡已舉辦超過200場會議及會展活動，共
有超過4萬名與會者，許文威表示，雖有出現一些檢測為陽性的
案例，但多數為偽陽性，更關鍵的是，並未發生因活動而造成病
毒傳播的問題。

200多場活動包括去年11月舉行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及工業
轉型亞太區博覽會（ITAP）。

許文威指出，彭博創新經濟論壇可說是 「比較重要的試點商
務活動」，採用比較嚴謹的會議程序，包括要求已完整接種疫苗
者當天要做抗原快速檢測，取得陰性結果後才能入場。論壇共有
300多人出席，無人檢測呈陽性，未出現任何傳染問題。

另一方面，科技的應用也有助活動安全地進行。許文威舉例
，工業轉型亞太區博覽會吸引數千人出席，活動運用了2家新加

坡公司研發的地理空間科技產品，即時測量並提供人流量的訊息
，以利主辦單位確保與會者之間保持社交距離。

「初步的成功也給了我們一些信心」，他說，新加坡正探討
未來可如何允許更大型的活動進行。依星國現行規定，若參加者
都已完整接種疫苗，會展活動人數上限為1000人，但場地需分
區，每區最多100人，且不同區的人在活動中不能相互交流。

邁入2022年，許文威表示，今年是 「會展業非常重要的一
年」，包括新加坡航空展等重要國際會展及會議活動都將在新加
坡舉行。

每2年舉行一次的新加坡航空展是亞洲最大航空展。2018年
的活動吸引來自超過140國、逾5萬人出席，2020年活動受疫情
影響，規模較往年縮小，許文威說，期盼今年與會人數比2020
年更多。

新加坡航空展吸引各國政府高階官員及軍方代表團參與，並
有國防與軍火業者展示最新武器系統，以爭取商機。今年航展預
計2月15日至18日舉行，許文威表示，據目前規劃，這次主要
以企業對企業的方式進行，不對一般民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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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冠患者愈後再感染幾率升高
醫療資源受影響

綜合報導 據意大利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臨床數據顯

示，新冠感染者治愈後，再次感染的病例占總病例數的比例正在提

升。意大利國家區域醫療服務局表示，隨著新冠患者越來越多地占

據醫療資源，目前沒有空間進行術後重症監護，各地常規手術量已

大幅下降。

據報道，意大利金貝基金會主席卡塔貝洛塔表示，目前，新

冠病毒德爾塔和奧密克戎變異株都在意大利繼續傳播，很難預測

峰值出現的時間，曾感染德爾塔並再次感染奧密克戎的患者比例

正在提升。

卡塔貝洛塔指出，任何感染過德爾塔的人，都可能再次感染奧密克

戎。臨床數據顯示，新冠感染者治愈後再次感染的病例占總病例數的比

例正在增加。報道稱，這意味著，感染德爾塔的康複者，感染奧密克戎

的可能性已大幅度提升。

意大利國家區域醫療服務局(Agenas)表示，在感染奧密克戎的病例

激增的情況下，隨著新冠患者越來越多地占據醫療資源，目前沒有空間

進行術後重症監護，各地常規手術量已下降50%至80%，即便是患有腫

瘤的患者，也難以得到手術治療。

當地時間10日，意大利民防部報告稱，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01762例，死亡227例。

普京：集安組織不會允許成員國
局勢發生動蕩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集安組織)集體安全

理事會特別會議上表示，該組織不會允許成員國局勢發生動蕩，不會允

許發生所謂的“顔色革命”

普京表示，哈薩克斯坦國內騷亂導致該國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嚴峻

威脅。而騷亂並不是由哈國內針對燃料價格的自發抗議行動引起的，而是被破

壞性的內外部力量所利用。哈薩克斯坦局勢關系到集安組織所有成員國。

普京表示，集安組織維和部隊將在哈薩克斯坦部署一段時間，完成

履行職責後將撤離哈。他強調，本次聯合維和行動及時、合法，集安組

織在實踐中展現了自己的潛力和快速反應能力。普京呼籲各成員國繼續

加強協作，在信息安全和反恐專門工作組框架內聯合打擊外部幹預。

普京表示，集安組織維和力量接手哈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工作，確

保哈政府對其得以控制，並使得哈安全和執法機構能夠直接打擊恐怖主

義、保護公民、恢複該國秩序的工作。

普京說，目前哈國內局勢正在逐漸恢複正常。他認爲，通過共同努

力，哈全國局勢很快將得到控制和穩定，哈國將恢複和平與安甯。

普京表示，“哈薩克斯坦事件不是第一次，也遠不是最後一次外部力

量企圖幹涉我們各國內政。”他強調稱，集安組織采取的措施清楚地表明

，不會允許成員國局勢發生動蕩，也不會允許發生所謂的“顔色革命”。

根據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的提議，集安組織集體安全理事會10日以

視頻方式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哈局勢以及使其正常化措施。會議由集安組織

輪值主席、亞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主持，俄羅斯總統普京、白俄羅斯總統盧

卡申科、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理阿克爾別克·紮帕羅夫

、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以及集安組織秘書長紮斯等與會。

托卡耶夫“感謝”前總統
要拿富人“開刀”

綜合報導 在哈薩克斯坦政府和集安

組織的配合下，哈國騷亂已基本平息。

總統托卡耶夫稱，集安組織將在兩天內

開始有序撤出。本次騷亂中，西方媒體

報道了大量失實消息，渲染前總統納紮

爾巴耶夫“消失”以及他與托卡耶夫的

權力鬥爭，但均被兩人辟謠。

風波平定後，托卡耶夫承諾將改善

哈國民生，包括縮小貧富差距，提高采

礦行業的稅收等。托卡耶夫還意味深長

地對81歲的前總統表示“感謝”，稱其

治下創造了一批利潤巨大的企業和一批

巨富，但是“現在是他們回饋人民的時

候了。”

1月11日，托卡耶夫在公開直播的議

會視頻會議上，對政府和議會發表講話。

據路透社報道，托卡耶夫當天表示，俄羅

斯牽頭的集體安全組織（CSTO）在完成

了任務後，將在兩天之內開始撤出。

托卡耶夫宣布，支持阿裏汗· 斯邁洛

夫（Alikhan Smailov）長期擔任總理一

職。該提名獲得議員們一致支持。法新

社分析稱，托卡耶夫似乎是通過此舉繼

續強化他的地位。

托卡耶夫提及縮小貧富差距、提高采

礦業稅收和打擊國家采購中的違規行爲的

系列舉措。他暗示，希望前總統納紮爾巴

耶夫及其親信將財富分配給人民。

“感謝第一任總統……國家出現了

一批超高利潤的企業，還有一群即使按

國際標准也非常富裕的人，”托卡耶夫

稱，“我覺得現在是時候了，他們應當

爲哈薩克斯坦人民掏腰包，系統性地、

習慣性地幫助他們。”

托卡耶夫宣布結束納紮爾巴耶夫小女

兒、41歲的阿利娅· 納紮爾巴耶娃（Aliya

Nazarbayeva）壟斷的私營性質的廢舊物品

回收事業。“這應當由國有企業來做，就

像其他國家一樣，”托卡耶夫稱。

托卡耶夫昨天認定這場騷亂是一場

“未遂政變”。上周，他請求集安組織

派遣維和部隊。但美國方面對俄羅斯的

初衷發出非議。對此，托卡耶夫在議會視

頻會議上再次強調，“集安組織的主要目

的已經成功達成，兩天之內，他們將開始

有序撤離。撤離時間不超過10天。”

1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集安會議上

表示，哈薩克斯坦事件中出現了烏克蘭

廣場運動的影子。他指出：“如托卡耶

夫所說，抗議組織動用了組織有素且可

精確操控的武裝團夥，其中有明顯在境

外恐怖分子營地接受過訓練的人。”

哈國內務部消息稱，截至11日，已

有9900人被捕。哈內務部此前表示，被

捕人員中有不少是外國人。有關部門介

紹，抗議最初針對的是機動車燃油價格

飙升，但後來被“試圖推翻政府的組織

所劫持”。

路透社援引一些中亞研究者認爲，這

場騷亂中，哈國富裕階層中的部族（突厥

語稱“玉茲”）內鬥可能是重大原因。

示威者在阿拉木圖政府大樓縱火後

，托卡耶夫免去馬西莫夫國家安全委員

會主席一職。兩天後，馬西莫夫因涉嫌

叛國罪被逮捕。托卡耶夫在今天的講話

中表示，國安委不僅忽視了潛在的威脅

，而且未能在動亂中履行自己的職責。

“在一些城市，國安委當地部門的

領導在軍火充足的情況下，放棄他們的

陣地（大樓），讓武器和機密文件落入

他人之手，”托卡耶夫稱。

托卡耶夫沒有明確提及誰是制造這

場動亂的嫌疑人，但表明，引發抗議的

背景是國家沒能治理好人民貧困、收入

分配不均的問題。

哈國第一任總統、前總統納紮爾巴耶

夫在掌權30年後，于2019年將權力移交給

托卡耶夫，但他此前仍保留國安委主席職

務發揮影響力。但在1月9日，納紮爾巴耶

夫本人決定將國安委主席一職移交給托卡

耶夫。針對網上熱議的“權鬥”流言，納

紮爾巴耶夫曾在9日主動發聲，稱與托卡

耶夫“一直在同一戰壕裏”。

新研究：普通冠狀病毒感冒可降低新冠感染風險
英國的一項研究表明，當感染在人類

中傳播的其他冠狀病毒後，人體所産生的

高水平的T細胞可以起到保護作用，降低

人們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1月10日，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研究團

隊發表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

nications）上的一項研究顯示，研究對象

暴露于新冠病毒之下卻沒有感染，因爲在

其體內發現了較高水平的針對普通冠狀病

毒感冒的T細胞。

據報道，該團隊希望更好地了解爲什

麽有些人在接觸新冠病毒後會感染，而有

些人則不會。他們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體免

疫系統的一個關鍵部分——T細胞上，試

圖探究一種冠狀病毒産生的T細胞免疫是

否可能有助于抵抗新冠病毒。

研究始于2020年9月，研究對象是新

冠陽性病例的家庭接觸者，且這些人都沒

有接種疫苗。52人參與了爲期28天的研究

，在他們暴露于新冠病毒的1-6天內采集

其血液樣本。研究人員發現，與26名感染

新冠的參與者相比，未感染的26人中交叉

反應性T細胞水平明顯更高。

“人體在感染其他冠狀病毒（如普通

感冒）後所産生的高水平T細胞可以預防

其感染新冠病毒。”研究帶頭人拉亞· 昆

杜博士說道。但雷丁大學的西蒙· 克拉克

博士警告稱，這並不意味著感冒患者都不

會感染新冠，“因

爲並非所有的感冒

都是由冠狀病毒引

發的，冠狀病毒性

感冒僅占感冒病例

的10-15%。”

報道稱，雖然

團隊沒有說明T細

胞能提供多久的保

護，但隨著時間的

推移，T細胞抵抗

感染的能力會減弱

。因此，盡管感冒

引發的自然免疫可

提供一定的防禦保

護，但免受新冠病

毒感染的最佳方法

仍是完全接種疫苗，包括注射加強針。

專家稱，研究結果展現了人體免疫

系統如何對抗病毒，進一步證明了T細

胞的保護作用。因爲T細胞是通過攻擊

病毒內的蛋白質而不是其表面的刺突蛋

白來防止感染，這可有助于開發研制一

種針對病毒核心蛋白的T細胞靶向新冠

疫苗。

據報道，目前的新冠疫苗針對的是病毒

表面的刺突蛋白，但由于刺突蛋白易發生

突變，産生德爾塔、奧密克戎等變種，導

致疫苗的效用有所降低。

“在疫苗誘導抗體的強烈免疫壓力下

，病毒進化爲有更多突變的變種，以更容

易逃逸疫苗保護。而病毒內部蛋白突變的

可能性要少得多，例如奧密克戎在刺突蛋

白中有大量突變，但內部蛋白相對沒有變

化。”研究合著者阿吉特· 拉瓦尼教授說

道，“因此可以開發研制針對病毒核心蛋

白的新疫苗，誘導更廣泛、持久的T細胞

反應，從而預防當前和未來新冠變種引發

的感染。”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伊斯梅爾主持該國馬來亞虎

保育工作組首次會議，並在會後發布未來十年將采取的六

大保育措施，以求拯救“處于瀕危狀態”的馬來亞虎。

伊斯梅爾宣布的六大措施包括：要求保護部門、警

方、軍方加強巡邏執法和監管；采取永續管理措施、禁止

捕獵行爲；擴大森林保護區；加強行政管理機構力量；推

出相關金融獎勵措施；提高全民保護意識。

出席當日工作組會議的還包括馬聯邦政府財政部

長、能源和自然資源部長以及多個州首長或首長代表。

伊斯梅爾表示，成立工作組是爲了構建聯邦政府和州政

府合作平台，以共同研討保護馬來亞虎及其棲息地的法

律、政策。

伊斯梅爾指出，目前該國現存野生馬來亞虎可能不

到150只，如不采取行動，“這個國家(馬來西亞)的標志

性物種可能會永遠消失”。

馬來亞虎是老虎亞種，主要分布在泰國、馬來西亞

等地，目前已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確定爲極危物種。馬

來亞虎被視爲馬來西亞國家象征之一，出現在該國國徽

和多個公共機構標志上。

馬來西亞推六大措施
保育馬來亞虎保育馬來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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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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試圖促使民主黨人團結，
以改變聯邦參議院的 「阻撓議事」規則並通過投票權法案，但
他很快就遇到阻礙，因為兩名地位舉足輕重的溫和派參議員反
對拜登的構想。

在拜登抵達國會大廈與民主黨團會面之前，代表亞利桑那
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席納瑪（Kyrsten Sinema）在議場演說中表
示，讓少數參議員得以妨礙立法程序的 「阻撓議事」（filibus-
ter）規則有其必要，這是為了防止國內政治分歧加劇。

「阻撓議事」是指利用冗長發言等手段來拖慢立法程序，
這在技術上並不違反規定。

拜登離開國會大廈後，代表西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籍參議
員曼欽（Joe Manchin）與席納瑪一樣，表態反對變更 「阻撓議
事」規則。

路透社報導，雖然政府官員不期望出現任何突破，拜登仍
打算繼續說服席納瑪和曼欽。官員證實，他們3人今晚在白宮
會面超過一小時。

拜登稍早坦言，民主黨可能無法讓投票權法案順利通過。
他對媒體說： 「我希望我們做得到，但我不確定。不過有

件事可以肯定：就像其他所有重要民權法案，如果第一次不成
，還可以捲土重來、再試一次。」

拜登於去年元月就任，一年來花了大半時間推動基礎建設

法案和以防疫紓困及社福計畫為重點的支出法案，之後他和許
多民主黨同僚愈發積極地力倡投票權法案通過。

由民主黨掌握多數的聯邦眾議院今天通過一套包含兩項投
票權法案的議案，分別是 「自由投票法」（Freedom to Vote
Act）及 「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

「自由投票法」將為聯邦選舉制定一套標準，確保全國各
地選民享有差不多相同的投票方式； 「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
進法案」則是1965年投票權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的
更新版。

這套包含兩項法案的議案接下來將被送到參院，在共和黨
人表態反對、民主黨內部意見不統一的情況下，預料將掀起激
辯。

美國將於今年11月8日舉行期中選舉，而共和黨控制的一
些州已開始對投票制定新一波限制措施。民主黨人聲稱，新的
投票權法案將可保障選民的投票權，尤其是少數族群。

許多非白人選民通常傾向在聯邦公職選舉中支持民主黨籍
候選人。

若不修改參院的 「阻撓議事」規則，民主黨人將無法在參
院克服共和黨人普遍的反對立場。在 「阻撓議事」規則下，絕
大多數法案都需要在總數100名參議員中取得至少60人支持才

能過關。
民主黨在參院只有50席，且黨內針對如何繞過阻撓議事規

則一事，仍意見分歧。
與民主黨結盟的無黨籍參議員金恩（Angus King）認為拜

登發言很有說服力。金恩說： 「前路似乎很艱辛，尤其是從席
納瑪參議員今天的演說來看。她認為改變 『阻撓議事』規則的
風險比各州正面臨的危機還大。我真心希望她是對的，但恐怕
她錯了。」

參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昨天概述
了一項確保參院就投票權進行辯論的策略。民主黨去年3度試
圖展開辯論，但都被共和黨人擋下。

參院少數黨共和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昨天則
重申，共和黨人反對民主黨的投票權法案，也不贊成修改 「阻
撓議事」規則。

民主黨籍前總統歐巴馬今天投書 「今日美國報」（USA
Today）表示， 「阻撓議事」規則已成了參院少數的常見工具
，用來妨礙多數選民所支持的措施。

歐巴馬說： 「我們不能讓這種工具被用來阻擋保護民主的
行動。」

美眾院查國會之亂
對臉書推特等4公司發傳票

拜登欲修改參院阻撓議事規則拜登欲修改參院阻撓議事規則
得先爭取黨內支持得先爭取黨內支持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調查去年1月6日國會山莊
遭襲事件的委員會今天對臉書（Facebook）母公司 Meta、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推特（Twitter）與Reddit發出傳票，
索取相關紀錄。

路透社報導，此舉是要瞭解這些平台如何被用來助長錯誤
訊息和暴力極端主義，以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

眾議院 1 月 6 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主席湯普森
（Bennie Thompson）在聲明中說： 「我們不能讓我們重要的
工作再耽擱下去。」

特別委員會調查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者攻擊國會山莊
原因，以及川普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這項調查的最新進展是
對這些社群媒體公司發出傳票。川普不斷宣稱他在大選中輸給
拜登是因為選舉遭到操縱，這種說法迄今未經司法證實。

湯普森說： 「特別委員會想要瞭解的兩個關鍵問題是，錯

誤訊息和極端暴力主義的傳播如何助長這起攻擊我國民主的暴
力事件，以及如果有的話，社群媒體採取了哪些措施來防止旗
下平台成為激化民眾做出暴力行為的溫床。」

「令人失望的是，經過好幾個月的聯繫，我們仍舊沒有能
回答這些基本問題所需的文件和資料。」

這些公司必須在27日前提供相關資料。Google表示，公司
一直與委員會合作， 「實質回應他們索取文件的要求」，並會
繼續配合。

推特婉拒發表評論，Meta則未回應置評要求。Reddit發言
人說： 「我們收到了傳票，並會持續應委員會的要求與他們合
作。」

特別委員會已發出超過50張傳票，聽取逾300人證詞。他
們料將在夏季提出期中報告，並在秋季公布最終報告。

外界普遍歸咎社群媒體平台助長暴力行動的呼聲及散布錯

誤訊息，導致去年1月6日發生的國會之亂。
特別委員會8月曾要求15家科技公司提供國會山莊暴力事

件相關紀錄，包括今天這次收到傳票的公司，以及TikTok、
Snapchat、Parler、4chan等。

湯普森在本週寄送臉書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的信中表示，儘管已不斷且明確要求提供臉書在關於選舉錯誤
訊息和暴力內容上所採取的行動相關文件，委員會仍未收到這
些資料。其他3家公司執行長收的信函也有類似的批評內容。

Alphabet和Google執行長皮查伊（Sundar Pichai）、前推特
執行長杜錫（Jack Dorsey）與祖克柏也在去年3月的聽證會上
，就他們平台上的錯誤訊息在國會山莊暴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接受議員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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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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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增確診病例數稍降
部分防疫措施有望放寬
綜合報導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通報，截至當日零時，韓國較

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3007例，累計確診667390例。韓國

日常恢複支援委員會將于本周就應

對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以及調整保

持社交距離措施及防疫通行證制度

、春節防疫對策等事宜進行探討。

韓媒報道稱，得益于境內疫情倒

逼加強針接種工作增速、政府防疫措

施收緊和防疫通行證制度效果漸顯，

韓國近日單日新增病例規模呈減少趨

勢，部分防疫措施有望逐步放寬。

數據顯示，韓國現有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786例，較前一天減少35

例，時隔34天降至800例以下。另

據韓國新冠預防接種對應促進小組

發布，截至當地時間10日零時，韓

國累計已完成接種第三針疫苗者已

達21031481人。

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

略組組長孫映萊表示，日常恢複支

援委員會于12日召開第七次會議評

估境內疫情風險度，並將優先研討

放寬保持社交距離措施的方案，以

保障國民權利並推動民生經濟發展

。據悉，去年12月18日起，韓國防

疫措施收緊，全國私人聚會限員人

數下調至4人，餐廳、咖啡廳只可

營業至晚9點。現行防疫措施將于

本月16日到期。

此外，自10日起，韓國疫苗通

行證的適用範圍從咖啡店、餐廳擴

大至百貨商店和大型超市等。未接

種疫苗者若想進入上述場所，必須

提供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在10日至16日的過渡期之後，相關

罰款和行政處分也將隨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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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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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統計部門 10 日發

布 2021 年 11 月多項單月統計數據，這些

數據在同比和環比上都取得增長。統計部

門稱，該國經濟和就業在未來數月有望繼

續提振。

數據顯示，去年11月，馬來西亞失業

人數爲69.44萬人，自2020年 4月以來首度

降到70萬人以下。這一失業人數較2020年

11月同比減少9.2%；較去年10月環比下降

1.5%。

統計部門指出，服務業、制造業及建築

業就業人數在去年11月都保持增勢；但農業

和采礦業就業人數則持續下降。

據統計，馬來西亞去年11月制造業産品

銷售額達到1424億林吉特(1林吉特約合0.24

美元)，較2020年11月同比上升18.8%，較去

年10月環比也錄得1.2%增長。

統計顯示，出口對馬制造業拉升作用顯

著，出口導向的銷售額較2020年同期同比大

增22%，且占制造業産品銷售總額七成以上

。根據統計部門此前發布的數據，去年11月

馬來西亞出口額達1122億林吉特，較2020

年同期同比增32%。

馬統計部門負責人士表示，隨著馬來西亞經濟活

動逐漸複蘇，自去年 8 月起，該國勞動力市場就持續

改善；隨著經濟活動進一步複蘇，勞動力市場未來有望

持續改善。

但統計部門亦提醒，近期出現的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

毒株可能會影響馬來西亞經濟和勞動力市場複蘇趨勢。

日本入境防疫措施將維持至2月底
疫苗接種工作再推進

綜合報導 由于新冠疫情急劇擴散，日本政府

采取了新的防疫措施。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表示，將現有的入境管制措施維持至2月底，另

一方面，日本政府將進一步推進新冠疫苗的接種

工作。

報道稱，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現

有的禁止外國人新入境等邊境防疫措施，將維持

至2月底。但也“將從人道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觀

點出發，采取必要措施。”

對此，日本民衆表示，“從商務角度來看確

實有不便的地方，但是目前奧密克戎持續蔓延，

我認爲繼續邊境口岸的強化政策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就新冠疫苗問題，岸田文雄稱，

將盡快開始對未滿12歲兒童的接種工作。此外，

他就疫苗加強針指出，不僅是老年人，普通民衆

接種工作也將提前，因此有意再次啓動由自衛隊

運營的大規模接種中心。

報道指出，普通民衆提前接種工作預計在3

月以後啓動。

此外，岸田指出，爲防止病床告急，將加緊

探討修改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者住院和

出院的相關標准。

日本厚生勞動省稱，截至10日，日本新冠重

症患者數達100人，這是時隔近兩個月以來，再

次進入百人行列。進入2022年以來，新冠重症患

者數幾乎成倍增長。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統計，截至當地時間

10日23點59分，日本單日新增新冠感染者6438

人。

太熱愛工作 印尼公務員給兒子取名“信息與通訊局”
綜合報導 一位印尼男性因給兒子取

了一個“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名字

——信息與通訊局，而引起了嶽父嶽母

的憤怒。

據悉，現年38歲的薩米特· 瓦尤迪來

自印度尼西亞中爪哇省。他在接受采訪時

表示，自2003年在勿裏碧市信息與通訊局

找到一份公務員工作後，他已經在那裏工

作了18年。對他而言，辦公室就像是第二

個家，因此他希望“以某種方式把它與自

己的孩子聯系在一起”。

據當地媒體報道稱，瓦尤迪在與妻子

琳達結婚前，便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條件

，即兩人的孩子出生後要取名爲“信息

與通訊局（Dinas Komunikasi Informatika

Statistik），當時琳達也同意了。“我給

孩子取這個名字，是爲了向我的工作單

位致敬。感謝我的妻子沒有反對這個名

字，盡管它聽起來很奇怪，”瓦尤迪說

道。

于是，在兒子出生5個月後，兩人按

照“約定”以瓦尤迪最愛的單位名字給兒

子上了戶口。然而，這個名字遭到了琳達

父母的強烈反對，瓦尤迪稱，經過自己的

解釋後，他們現在已經讓步了。但由于

“信息與通訊局”這個名字有點拗口，這

對父母決定用“信息與通訊局”的縮寫給

兒子起了個昵稱“DINKO”。

瓦尤迪表示，兒子的這個名字的確

不同尋常，但他相信，兒子長大後會習

慣這個名字。“當這個孩子長大後，我

希望他是對父母忠誠，對國家有用的孩

子。”

據外媒報道，近段時間以來，給孩子

取稀奇古怪的名字似乎在印度尼西亞已經

成爲一種趨勢。此前，一位父親因爲喜歡

填字遊戲，給兒子起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名

字。這位名叫“ABCDEF GHIJK Zuzu”的

12歲男孩，因在接種新冠疫苗時透露了身

份信息，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據悉，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在看到身

份信息時，被這個不同尋常的名字難住了

，表示不相信這是真的。然而，這個男孩

的身份證件，以及平時上學穿的衣服，都

證實了他的名字的確叫做“ABCDEF GHI-

JK Zuzu”。

不僅僅是在印尼，去年10月外媒也曾

報道過，一對比利時父母用A、E、L、X

四個字母不同的排列組合，給11個孩子取

名Alex、Axel、Xela、Lexa、Xael、Xeal、

Exla、Leax、Xale、Elax和Al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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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護曾治療確診者 就讀浸大恐播疫校園

新增確診總個案14宗
（6宗為無症狀感染）

‧輸入個案：9宗

‧與早前個案有關連：4宗

‧可能有關連：
1宗（楓林花園第三期裝修工人）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本地確診個案
個案編號

13010

13011

13012

13014

13021

背景

83歲女，居北角楓林花園三期
6B，為日前確診中信証券48歲
男職員母親

32歲男，居北角楓林花園三期
9B，為中信証券確診男職員樓
上單位裝修工人

20歲男，居香港仔石排灣邨碧
朗樓，港大學生，1月4日在銅
鑼灣希慎牛気用膳，與王詩雅
等確診者相隔一行餐枱

19歲男，居油塘曦臺1座，鄧鏡
波書院中六學生，中信証券染疫
女訪客的非同住家人

40歲女，居北角富麗花園，中
信証券71歲女確診者的外傭

13日疫情通報

香港13日新增1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另有少於10宗初步確診個案，

包括莊柏醫療集團兩名診所護士。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3日在疫
情簡報會上表示，其中一名染疫護士是
浸大學生，於本月3日及5日在黃金海岸
商場診所分店陪同張思敏醫生診症。當
時，東亞大藥房染疫東主的兒子求診，
張醫生為他檢查喉嚨時未戴面罩，已送
往檢疫中心，暫未呈陽性，而學護當時
站在較遠處，最後上班日為本月11日。
她已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本月12日出
現病徵。

曾到診所就診183病人須強檢
該名學護潛伏期間、即本月4日上午

於集團下的屯利街新都大廈診所工作，
同日下午及本月8日、9日及11日則在仁
政街年旺樓診所上班。該集團另一名22
歲女護士亦初確，她已接種兩劑復必泰
疫苗，最後上班日為本月12日，並無病
徵，與學護雖在相同日子於新都大廈和
仁政街診所上班，惟非同時段當值，張
竹君相信診所有爆疫，或有其他染疫人
士。

兩名護士均為屯門居民，分別居於
龍城花園1座及凱德花園2座，政府13日
晚圍封上址強制檢測。至於本月3日及5
日到黃金海岸診所求診的病人分別有45
人和138人，經檢測未發現陽性，由於兩
護士初確，所有曾到有關診所的病人也
須強檢，同時段工作的診所人員則送往
檢疫中心。

同時，該學護本月10日至12日曾回
浸大上課，張竹君指其同學有戴口罩，

需要檢測，與她一起用膳的同學則要送
檢。

三名專上院校及中學生染疫
13日所有確診個案均帶有N501Y及

T478K變異病毒株，即可能是Omicron
變種病毒，其中5宗是本地個案，全部與
國泰空姐衍生的群組有關，包括兩名學
生，包括20歲到銅鑼灣牛気用膳的港大
男生及19歲鄧鏡波書院中六男生，連同
該名初確學護，共有3名專上院校及中學
生染疫。

專家建議中學大學暫停面授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接種疫苗除可預防重
症，亦可縮短病毒排放時間，有助減低
傳播機會，校園有需要實施“疫苗氣
泡”。但若要再多一重保障，最穩妥做
法是中學及專上院校也要暫停面授課
堂，“目前只有幼稚園及小學停課，但
中學及大學人流聚集，不同班也會有社
交活動及接觸，學校若爆疫，學生家庭
成員亦受影響，加上香港個案追蹤及檢
測效率差，疫情可能會失控。”

另外，13日有一宗暫列源頭不明初
確個案，患者為29歲巴基斯坦籍男子，
曾在當地接種一劑疫苗，於去年9月底由
肯尼亞返港，為啟德地盤工人，並兼任
foodpanda外送員，負責元朗區的外送，
前晚發生交通意外，被送往大埔那打素
醫院，再轉送沙田威爾斯醫院，其Ct值
最初為36，其後則為34，再檢測呈陰
性。張竹君指其病毒量低且檢測反覆，
有可能為“復陽”個案。

屯門疑診所爆疫 兩護士隔空隔空初確

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疫情繼續在屯門區擴散，懷疑有診所爆疫，更

有蔓延校園的趨勢。屯門莊柏醫療集團兩名診所護士13日初步確診，其

中一人就讀浸大持續教育學院護理系，在診所做兼職期間，曾陪醫生為

屯門愛定商場東亞大藥房確診東主的兒子診症。衞生防護中心懷疑該診

所有爆疫風險，要求183名病人強檢。除了該名學護，曾光顧銅鑼灣牛

気的20歲香港大學男生，和涉及中信証券群組的鄧鏡波書院中六男生亦

確診。有專家直言，中學及大學均屬高危地點，擔心病毒入侵校園令疫

情失控，建議校園強制實施“疫苗氣泡”，並在疫情高峰暫停中學及大

學面授課堂。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有染疫者曾到訪的屯門黃金海岸商場
莊柏醫療集團張思敏診所的兩名護
士初步確診。圖為屯門張思敏診

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13日晚，初
步確診護士居
住的屯門龍成
花園1座圍封強
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3日透露，日前
確診的竹篙灣檢疫中心51歲女保安員，

經理工大學的全基因分析，顯示與國泰空姐
群組的基因排序相同，而女保安本月9日曾在
一名檢疫者的房間門外張貼通告，當時雖有穿戴
全套保護衣物，與檢疫者相隔紗窗，並無直接接
觸，且逗留時間極短也受感染，顯示Omicron變種
病毒傳播力極高。

檢疫者門外貼通告也中招
該名女保安員負責向檢疫者派發物資及食物，張

竹君表示她本月8日病毒檢測呈陰性，翌日曾到一名檢
疫者（個案12960）單位門外張貼通告。根據資料，
該檢疫者為腳底按摩店“足福履”的51歲按摩員
工，早前為國泰空姐母親的73歲女舞友按摩而染
疫。另外，空姐母親衍生的中信証券群組13日再多
4宗相關個案，除到訪中信証券71歲女確診者的
外傭和非同住家人確診外，該公司一名居於楓
林花園6B單位的染疫48歲員工，其83歲女
家人以及居於樓上9B單位的裝修工人13
日亦證實確診。大廈22個環境樣本

中，有兩個在9B單位廁所鋅盆抽
取的樣本呈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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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13日新增的初步
確診個案少於10宗，特區政府
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13日表示，目
前確診個案未有幾何式增加，反

映疫情受控。若再無源頭未明的確診個案，第五
波疫情有望於農曆新年前停下。但香港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為，現時社區仍出現
傳播，說疫情已受控仍是言之尚早。

袁國勇：料春節前平息
袁國勇13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現時每日

僅2至3宗、最多4至5宗本地感染個案，並未以
幾何級數上升，“且只有一條傳播鏈找不到，就
是去了很多超市、藥房點貨的那位倉務員，如之
後的個案繼續找到密切接觸者，以及檢測所有密
切接觸者的接觸者，相信在農曆新年前後，第五
波可以截到。”

對近日屯門懷疑出現隱形傳播鏈，袁國勇認
為，屯門的衞生情況不算差，亦未出現大量確診
個案，認為暫時未有需要強制全區進行檢測。

張竹君：受控言之尚早
不過，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在另一

電台節目上表示，現階段指疫情受控仍為言之尚
早，甚至會誤導市民，“以為所有都控制得
好，呢樣反而係最危險。”

張竹君13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被問到疫情是否
已受控時表示，由於現時社區仍出現傳播，故說
疫情現已受控仍言之尚早。至於確診個案減少，
她解釋是因為目前不少地區的航班禁飛香港，故
確診個案減少實屬預期之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部分初確個案
‧21歲女：居屯門龍成花園1座，浸大持續
教育學院護理系學生，莊柏醫療集團兼職
護士，1月3日及5日在黃金海岸的診所
陪同張思敏醫生為愛定商場藥房染疫兒子
診症

‧22歲女：居凱德花園2座，莊柏醫療兼職
護士，與上述21歲護士相同日子但不同
時段於屯利街新都大廈及仁政街年旺樓診
所工作

‧29歲男：巴基斯坦籍男子，9月由肯亞返
港，在啟德地盤工作並兼職做foodpanda
外送員，前晚交通意外入院，病毒量低其
後呈陰性，有可能是復陽個案

‧46歲女：空姐母親73歲女舞友（個案
12860）的家人，居北角城巿花園一期3
座，於佐敦廟街八福匯的CityLab任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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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一確診波及珠澳 三地收緊防疫
兩密接者經珠海入境澳門 今起由珠進澳須持48小時陰性證明

根據中山市通報，被檢測陽性個案為一名24
歲的女性，家住坦洲鎮國際花城一期，為

坦洲鎮某公司員工。
1月12日到坦洲醫院發熱門診就診，1月13

日凌晨核酸檢測為陽性。

中山坦洲鎮只進不出 全市核檢
目前該病例已被轉送至定點醫療機構隔離治

療。中山市立即對坦洲所有道路實施全面管控，
人員原則上只進不出，特殊情況外出的須持48
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同時啟動全市約400萬人
的核酸檢測。13日上午，坦洲鎮交警全員上崗，
散布在所有進出路口，對進出車輛進行勸返。網
絡視頻顯示，有民眾因擔心管控措施進一步升
級，試圖“闖關”。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正在進行的中山兩
會流程亦作出調整，所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等，在會場附近被緊急安排核酸檢測。來自澳門
的政協委員李卉茵稱，緊急接到通知後，所有參
會人員接受核酸檢測後返回酒店，實施封閉管
理，“本來今晚我要去廣州的，現在行程已經取
消。”

澳跨境師生全面檢測 次密接隔離
澳門特區政府13日稍晚則證實，有護養院

個人護理員和託兒所保育員曾在本月9日到中山
坦洲參加宴會，與同場一名確診的親友接觸，成
為密切接觸者，他們過去三天有上班。因坦洲有
大量兩地往返人員居住，澳門衞生局實時調整防
疫措施，自13日下午1時起，所有曾經到過中山

市坦州鎮國際花城一期及二期的入境人士，須在
指定地點接受醫學觀察至離開當地後14天但最
短不少於7天。

流行病學調查信息顯示，首名人士為45歲
男性內地僱員，澳門明暉護養院保育員；第二名
為59歲女性，澳門居民，氹仔坊眾託兒所保育
員，兩人均曾於本月9日到中山市坦洲鎮參加宴
會，同場的一名親友為中山確診病例，兩人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衞生局已安排兩人進行核酸檢
測，結果為陰性，將安排到公共衞生臨床中心進
行醫學觀察。

《澳門日報》報道指出，由於兩人1月9日
宴會後當晚回澳，並於1月10、11及 12日上
班。政府亦在聯絡兩人同住者、同事及工作期間
接觸人士，包括同住者9人，託兒所87人，護養
院145人。有關次密切接觸者將獲安排進行醫學
觀察及閉環方式管理。

澳門教青局13日中午起，對在澳的所有高
等及非高等教育的跨境師生開展1次核酸檢測。
據了解，居住在坦洲的高等教育師生約200人，
非高等教育師生約300人。至於所有跨境師生，
預計涉及非高等教育師生約有4,000多人。

珠海關閉戲院等場所 兩會增防控
珠海市13日亦宣布，全市電影院、健身

房、體育館等室內密閉場所暫停營業。正在參加
珠海市兩會的人員也被緊急組織進行核酸檢測。
斗門區則對白蕉鎮開發區、新沙村、新環村、新
二村、南環村轄區常住居民和流動人員開展全員
核酸檢測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敖敏輝

廣州報道）中山市坦洲鎮13日通報發現一

例新冠陽性個案，由於其密切接觸者經珠海

進入澳門，引發中山、珠海和澳門同步緊張

應對。澳門在當天下午即收緊入境要求，14日零時起，由珠海入境澳門的核酸陰性

證明，由7天有效改為48小時，而澳門出境去珠海就維持7天有效核酸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浪微博及記者倪夢璟報
道，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
宏，13日在新浪微博賬號上發文表示，與德爾塔
（Delta）相比，奧密克戎（Omicron）在社區傳播
速度比德爾塔毒株具有更快、更隱蔽且不容忽視的
殺傷力。疫苗和藥物將是未來度過新冠大流行、回
歸正常生活的核心科技支撐，建議維持強化疫苗接
種與公共衞生防控策略度過疫情大流行。他並透
露，院方正在為進行中國自行研發創新的新一類口
服抗新冠口服藥物的臨床研究做準備。

張文宏總結世衞針對奧密克戎發表的最新科學
分析稱，奧密克戎在社區傳播發病率高企，各國因
疫住院人數出現上升且在進一步加劇。預料該毒株
的傳播會使衞生系統壓力顯著增加。醫療資源緊張
的國家須保障相關資源到位，以備不時之需。而在
疫苗沒有充分覆蓋和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應
繼續實施公共衞生與社會管理措施，來降低奧密克
戎的傳播速度，避免發生醫療資源擠兌進而推高死
亡率。此外，疫苗針對奧密克戎的保護效力出現下
降，但同源和異源加強接種可增加疫苗效力，並維

持對嚴重新冠的保護作用。未接種疫苗或年老體
弱、免疫低下的高危人群獲新冠重症風險高。

與奧毒搏鬥還處最艱難時刻
張文宏認為，人類與奧密克戎的搏鬥還處於最

艱難的時刻，情況朝有利於人類的方向發展。中國
需維持強化疫苗接種與公共衞生防控策略兩手抓的
策略，以時間換空間，最終在最合適的時間節點，
以極低新冠死亡率順利度過大流行期，逐步實現生
活的正常化。

●●澳門密切接觸者工作的託兒所外澳門密切接觸者工作的託兒所外，，次密切接觸者次密切接觸者
搭乘旅遊巴士前往酒店進行醫學觀察搭乘旅遊巴士前往酒店進行醫學觀察。。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在
澳門工作的內地僱員劉先生受訪時表示，雖新
防疫措施要求經珠澳口岸到澳門人員須持48小
時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通關，但相信
“對跨境行程的影響不大”。他現在最擔心的
是，如果疫情繼續趨惡化，會使自己被滯留澳
門回不了鄉下過年，目前正在考慮是否向東主
提出提前休假。

去年滯澳大半月或提前收爐
對去年9月滯留澳門大半個月的經歷記憶猶

新的劉先生說，當時因疫被“滯留”澳門超過3
個星期，其間大部分時間都要向朋友借宿，有

幾晚和工友合租酒店，每晚租金都要兩三百澳
門幣。“當時政府部門有因應疫情臨時公布通
關新措施，導致跨境行程一波三折”。

“據政府公布新措施，從澳門到珠海人員
仍只需持7天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通
關，但14日零時起從珠海到澳門就要48小時內
的，預計近日珠海的核酸檢測站又開始火爆起
來了。”劉先生稱，期待珠海方面能及時安排
更多的檢測站。

“會密切留意疫情新進展，計劃提早在澳
門購買年貨帶回珠海住所。”他坦言，正在猶
豫是否向澳門公司提前請假返內地回鄉下過
年。

澳門跨境僱員：
最憂疫情惡化無法返鄉過年

西安市衞健委13日宣布，給
予曾陷以疫情防控為由拒絕病患入
院治療的西安高新醫院、西安國際
醫學中心醫院停業整頓 3 個月處
理，需繼續長期住院治療的患者需
轉往其他醫院繼續治療。西安在疫

情之下的操作看暈了一眾網民，後者更將該條新聞
一度罵上了微博熱搜，認為即使是對轉院病患有安
全保障，官方此番處理依然不是在“以人為本”。

兩醫院曾延誤急危患者救治
通報顯示，兩所醫院除了被處以停業整頓3個

月、警告，以及全市通報批評等重罰外，西安高新
醫院總經理被停職，門診部主任、產科主任、醫務
部副主任免職；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法人代表、
董事長被免職，主管副院長和門診部護士長停職。

兩所醫院隨後亦發布公開道歉信。
西安市衞健委副主任丁力表示，兩所醫院未能

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貫徹落實到醫療救治工
作中，責任意識淡薄，未能履行救死扶傷職責，未
落實首診負責和急危重症患者搶救等醫療質量管理
核心制度，導致延誤急危患者搶救和診治，社會影
響惡劣。西安要求兩所醫院停診後，對於符合出院
標準的患者辦理出院。對於急危重症患者可適當延
緩出院，確需繼續長期住院治療的，在保證患者安
全的前提下，轉往其他醫院繼續治療。

質疑變相折騰患者
對於官方處罰決定，諸多網民在央視新聞下發

布評論認為，即使醫院存在拒診問題，但在疫情尚
未完全受控的情況下，突然關閉兩所大醫院，人為
縮減了醫療供給，使疫情下有需要的民眾更難以求

醫。質疑衞健委的處罰雖然口頭掛着“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實際上卻是在以“折騰患者為本”。

根據兩所醫院網站介紹，西安高新醫院是一所
股份制三級甲等綜合醫院，最大床位數1,500張。而
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是一所以急危重症疑難疾病
診療為重點，按照JCI國際認證標準和三級甲等醫院
標準建設的現代化綜合性醫院，最大床位5,037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張仕珍西安報道

張文宏：奧毒傳播快 疫苗及藥物助度過大流行

西安兩醫院被停業整頓疫下縮減醫療資源引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
偉、張聰 大連、天津報道）遼
寧省大連市12日報告2例核酸陽
性人員所染毒株測序結果顯示，
其中1例陽性感染者感染病毒與
天津—河南安陽關聯疫情病毒高
度同源。大連市目前已對所有的
密接和次密接人員進行提級管
控。天津13日亦暫停公交、出
租、順風車等跨城業務，國家流
調組亦已入駐。天津市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稱，不排除疫情是直接
從境外輸入。

發現陽性病例後，大連市
連夜派出流調隊伍開展流調溯源
工作。累計判定追蹤密切接觸者
71人，其中在連28人均已全部
納入集中隔離管控中，目前核酸
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外地人員
43人有關信息已橫傳至相關省
市。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張穎表示，國家流調隊已入
駐天津，稱不排除疫情經境外直
接輸入。13日起，天津暫停省
際道路客運班線服務和省際包車
（含用於通勤的包車）備案業
務，暫停公交車、出租汽車（含
網約車）和順風車等的跨城業
務。另據新華社報道，河南許昌
市下柙的禹州市周三新增本土確
診28例，均於管控人群發現，
許昌同時對防疫失職瀆職公職人
員實行追責問責，已以黨紀政紀
處分6人，組織處理6人，責令
辭去職務1人。

大
連
陽
性
個
案
與
天
津
高
度
同
源

●●其中一家被其中一家被
停業整頓的西停業整頓的西
安高新醫院安高新醫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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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萬通貸款萬通貸款GMCCGMCC 20222022新春賀詞新春賀詞

【美南新聞王潔】GMCC 萬通貸款
(www.gmccloan.com) 創 始 人 James Jin、
Charles Zhao、Raymond Chou，在此向所有
的客戶朋友、全體 GMCC 萬通夥伴及家人
，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和最真摯的問候。祝福
大家身體健康壯如虎，事業順遂虎添翼。

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們攜手走過
疫情，堅守陣地，在挑戰中尋求機遇。我們
一如既往，全力以赴，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
服務。這一年，我們實現了更多的突破。在
Agency 小 額 貸 款 ， Jumbo 大 額 貸 款 和
Non-QM 貸款計劃中，萬通直接獲得眾多
華爾街資金流來源(與華爾街主流銀行、投
資銀行、對沖基金和房地產投資信託等機構
合作)，內部審核，直接放款，貸款額度從

10萬高達500萬，無論您買房、重貸，甚至
投資；無論您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能
製定適合您個人的貸款方案。 GMCC萬通
在貸款同行中超越了一大步。

2021 年也是 GMCC 業務擴展之年。除
了加州的十家分公司之外，我們也在包括德
州在內的其餘七個州全線開展業務。目前，
休斯頓，達拉斯和奧斯汀三大城市均已成立
分支公司，如有貸款需求，請隨時與我們的
專 業 貸 款 專 員 聯 絡 。 網 址 是 ： WWW.
GMCCLOAN.COM.

面對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GMCC 萬
通貸款穩重求實，勇於拓展。萬通人這樣比
喻自己：萬通若是大海，自會吸引身懷夢想
的蛟龍；萬通若是海綿，自會吸引求知若渴

的人才。十幾年的創業耕耘，萬通已培養出
超過四百人的持照貸款專員和強有力的、從
內部 審核 到直接放貸的一條龍服務團隊。

亞布拉罕 林肯有一句名言：“歸根結
底，重要的不是你活著的年輪，而是你活著
的意義。 ”

GMCC 萬通也有一句名言： “歸根結
底，重要的不是你在金融行業做了多少年，
做了多少業績，而是你能否在未來，持續贏
得更多的客戶，幫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
”

GMCC 萬通公司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核
准的直接賣家，與 華爾街的眾多主流銀行
、投資行、對沖基金和房地產投資信託合作
，獲得多種成本低效益高的資金來源，通過

不斷改進和發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抵押貸款
計劃。做到 “貸款在萬通，多快好省,

各種貸款不落空” 。
2022如期而至，讓我們滿懷再次創業的

激情、肩負消費者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持續
為客戶的抵押貸款提供更多更好的貸款計劃
和解決方案。無論您買房、重貸、套現, 甚
至投資, 貸款在萬通, 多快好省, 萬事通！

再次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幸福安康！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

(GMCC), Equal Housing Lender,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www.gmccloan.com HQ: 1350 Bay-
shore way, STE740, Burlingame, CA 94010,
1-866-GMCC-WAY

GMCCGMCC萬通貸款創始人萬通貸款創始人 James JinJames JinGMCCGMCC萬通貸款萬通貸款 Charles ZhaoCharles Zhao
GMCCGMCC萬通貸款萬通貸款 Raymond ChouRaymond Chou

新年快樂，子天訪談錄碩果累累

德州火熱商業用地推薦。
聯繫人：Sky Dong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tianzidongk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15.3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頓，
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LED電子屏
，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sky

子天Sky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
際電視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
了休斯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
台新聞，30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
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Southern news TV在世
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新年伊始一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市議員阮丹尼
Danny Nguyen重磅推出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Pearland市長、密蘇里市Mis-
souri市長、凱蒂Katy市長、里士滿Richmond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人華
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權威資訊帶到了千
家萬戶。梨城Pear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
說：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
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在2
月農曆新年寒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積停電做了

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
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
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
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
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
讓民眾了解了美國聯邦
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
；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
長和 Metro、亞裔餐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
送 熱 食 、 新 鮮 蔬 果 、
PPE 及水的報導則凸顯
人人受災，人人相助的
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
僑不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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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

報名日期：1月21日之前

2022年秋季開課

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

招收對象：3-9年級名額有限
2022年秋季開課2022年秋季開課

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斯坦福明星學校
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重點學校（Magnet School）是指以學校自己獨特的設施和專門化課程吸
引本學區或學區外的學生，根據美國教育相關報導統計，每年美國五州的
公立中學排名中，Magnet 學校總是名列前茅。
以公立學校的費用享受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設備，重點學校有權選擇
「有心學習」的好學生及在乎孩子教育的家長，必需經過考試才能入學。
學校注重學生能力培養，包括思辨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重點學校常與相關科技公司、研究機構、大學、社會團體等機構密切合
作，重點學校學生都是最受常春藤盟及各大名校歡迎的，因為他們都是頂
尖學生早已經為人生職涯做好準備了。

考試資訊聯絡：Diana De La Rosa
Phone: 281-261-9200 EXT. 3861
Email: stemmagnet@staff ordmsd.org 
https://stem.staff ordmsd.org/admissions

創新教學多元化，專業發展，

學校卓越，高質量教學系統，

家長、學校和社區多方合作。

沒有居住區域限制 可跨區就學
需通過考試才能入學

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200 Staff ord Pride, Staff ord, TX 77477 l 281-261-9288

學校詳情請掃描
下方二維碼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亞洲城亞洲城」」舉行記者會舉行記者會，，
介紹介紹11月月2525日動土儀式日動土儀式

（（左起左起 ）） 「「第一銀行第一銀行」」 吳炳輝經理吳炳輝經理、、黎淑瑛黎淑瑛、、許文忠許文忠、、許書郡攝於新許書郡攝於新
聞發布會上聞發布會上。。

許文忠許文忠（（中中））黎淑瑛黎淑瑛（（右右））許書郡許書郡（（左左））一一
家三口攝於希爾頓花園旅館前的家三口攝於希爾頓花園旅館前的 「「亞洲城亞洲城」」 即即

將動土的空地旁將動土的空地旁。。

許文忠許文忠（（中中）、）、黎淑瑛黎淑瑛（（右右））許書郡人許書郡人（（左左 ））全家攝於全家攝於
希爾頓花園旅館前的希爾頓花園旅館前的 「「亞洲城亞洲城」」 空地旁空地旁。。

許文忠許文忠（（中中）、）、黎淑瑛黎淑瑛（（右右））許書郡人許書郡人（（左左 ））全家攝於全家攝於
希爾頓花園旅館前的希爾頓花園旅館前的 「「亞洲城亞洲城」」 空地旁空地旁。。

許文忠一家三口合影於許文忠一家三口合影於88號公路旁的號公路旁的 「「亞洲城亞洲城」」 即即
將動土的空地將動土的空地。。

許文忠夫人黎淑瑛表示許文忠夫人黎淑瑛表示：：我們在此我們在此3030年年，，
主流人士認同我們華人主流人士認同我們華人。。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經理吳炳輝經理吳炳輝
（（左左））介紹該行支持介紹該行支持 「「亞洲城亞洲城」」 之因之因。。

圖為圖為 「「亞洲城亞洲城」」 開發商許文忠開發商許文忠（（中中））在記者在記者
會講話會講話，，旁為其夫人黎淑瑛旁為其夫人黎淑瑛（（右右 ））與與 「「第一第一
銀行休士頓分行銀行休士頓分行」」 經理吳炳輝經理吳炳輝（（左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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