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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府也已准許駐烏
克蘭大使館非必要人員 「自願」 離
境，並敦促烏克蘭境內的美國公民
「考慮現在離境」 。

美國駐基輔大使館在聲明中警
告： 「俄羅斯隨時可能採取軍事行
動，若發生這種狀況，美國政府將
沒有足夠能力撤離美國公民。因此
目前在烏克蘭的美國公民應有相應
準備。」 官方敦促美國公民考慮利
用商業或私人交通工具盡快離境。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階官員告訴
媒體，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仍維持
開放，臨時代辦克維恩（Kristina
Kvien）暫時留在當地。

法新社報導，俄羅斯近來在烏
克蘭邊境集結大軍，部署數萬名士

兵及坦克、戰車、大砲和飛彈。俄
方舉動引發美國和歐洲國家嚴厲警
告，但目前為止密集外交斡旋幾無
成果。

這名高階官員拒絕透露烏克蘭
境內確切美國公民人數。但美國國
務院代表去年12月曾估計有1萬到
1萬5000人。

鑒於俄羅斯可能侵犯烏克蘭，
美國國務院早已建議國人不要前往
烏克蘭。

美國國務院今天也建議民眾不
要前往俄羅斯，尤其是與烏克蘭接
壤的邊境地區。當局警告，美國公
民可能受到 「騷擾」 ，而華府協助
他們的 「能力有限」 。

美令駐烏克蘭大使館人員家屬離境美令駐烏克蘭大使館人員家屬離境
《《春之聲春之聲》》第第2626屆遊園會將於屆遊園會將於11月月2929日舉行日舉行

液晶大電視液晶大電視、、iPhoneiPhone 1313大獎等你拿大獎等你拿

（本報訊）由美南
新聞集團舉辦的第 26 屆
遊園會將於1月29日上午
10 點在美國新聞電視大
樓舉行。

目前考慮到疫情現
況，為了避免疫情傳播
保證大家的身體健康，
參加活動的人員以貴賓

邀請方式入場，其他人
員可以通過手機觀看全
過程。

此次美南新春遊園
會是通過中國融鼎雲直
播 平 台 、 美 南 新 聞 ，
youtube等新媒體平台同
步播出。新媒體將聯動
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對我們的新年遊園會
進行直播和報導。通過
這些傳播平台，我們新
春遊園會的盛況將在同
一時刻傳遍神州大地，
傳遍五洲四海。

本屆園遊會將由舞
龍舞獅拉開序幕，亞洲

傳統特色節目陸續登場
。優雅的中國樂曲、精
彩的中國功夫、時尚的
越南時裝秀、節目豐富
多姿多彩。在活動中還
設有多項大獎，有 55’
液晶電視、iPhone 13 等
獎品，觀眾朋友在觀看
直播時可以撥打電話參
與抽獎，第一個打進演
播室的觀眾將會獲得美
南新聞提供的大獎一份
。

活動當天熱線電話
： 281-498-4310， 參 與
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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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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Health experts predict that
after twenty-five months of battle
against Covid-19, you may be
able to travel and take a vacation
again this summer without
wearing masks. Although it is an
extravagant hope,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it is very high.

Dr. Tom Friedan said, “If we do
it right, we’re going to have a
2022 in which Covid doesn’t
dominate our lives so much.”
There are disease models from
pandemics past, but the way the
highly infectious Omicron variant
popped up meant that scientists
’ proverbial “crystal ball” got
a little hazy. They did not expect
it to happen exactly the way it did.

The wave seems to have peaked
already. In some areas where the
Omicron first hit, new cases have
dropped by at least 10% last
week.

In 1918 during the worst
pandemic in history, one-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ecame
infected and fifty million people
died.

The pandemic eventually ended,
but the virus is still with us today.

Dr. Anthony Fauci said that,
“We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We urge the whole world to come
together and fight against this

common enemy.

0101//2424//20222022

We All Hope The EpidemicWe All Hope The Epidemic
Will Gradually Go AwayWill Gradually Go Away

公衞專家們預測, 在经過二十五個
月新冠疫情之大战之後，今年夏天你可
能可以再度去旅行度假而不需要再戴上
口罩，雖然说來是個奢望，但是實現
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醫學專家菲爾丹表示，我們可以預

估，今年二O二二年預計新冠病毒將不
再主載我們的日常起居生活。
多數專家對於新的變異病毒奧米克

戎之快速傳播性十分詫異，但是染疫者
已經持續下降，尤其是在南非，當去
年十一月初次發現奧米克戎病毒後，目
前已經急速下降，在英國的情況也是如
此。
加州大學醫學教授斯瓦士伯預估，

未來四到六週將有一段艱難時期，預計
二月中旬將有名顯改善，原因是有更多

的人接種了疫苗，更多的藥物也會上市
。
一九一八年代的大瘟疫，三分之一

的人感染五千萬人死亡，我們相信新
冠病疫將會消失， 但病毒還是會存在
，时至今日，美國全國每年仍然有三萬
五千人死於流行性感冒。
今天我們已經有疫苗和有效之藥物

來治療新冠病毒患者，加上全體免疫之
可能性，將是防止病毒進一步惡化之有
力防缐。
二十五個月來，地球上遭遇到前所

未有之病毒挑戰，非常遺憾的是，世
界各國之紛爭不斷，政治角力，武裝
對峙，談不上互助合作，是我們最大
的隱憂。

曙光在望曙光在望 疫情漸減疫情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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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災與難災與難--國會不該以政黨之私驅避氣候災難國會不該以政黨之私驅避氣候災難】】

（綜合報道）世界局勢從2020年
到現在發生了諸多重大變化，其主
要原因是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
疫情已經成為每個國家需要面對的
重要問題。

新冠病毒如今也從最開始西方國
家所宣揚的“普通感冒”發展成瞭
如今嚴防嚴控的傳染病，可見新冠
病毒從來就不是“普通感冒”。

如今奧密克戎肆虐全球，韓國奧
密克戎的毒株檢測率超過了50%，
美國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瘋狂增
長的新冠病毒病例使美國的勞動密
集型產業受到了嚴重的影響，1000

多萬民眾無法出門工作。在疫情如此嚴重的世界局勢之下，韓國政府卻能夠通過有力的舉措
有效地控制奧密克戎的傳播。

韓國奧密克戎檢出率超過50%
韓國的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4號的通報稱：“韓國24小時內新增肺炎確診病例7513例，

累計確診741413例，韓國已經連續三天超過確診病例7000例，目前全國死亡病例6565例。
然而這些病例的增加並不是最糟糕的情況，韓國的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放出消息稱目

前為止韓國的奧密克戎毒株的檢出率已經高達超過50%。上週日確診的5000多例病患中就
有2500多例的病患感染了奧密克戎。
一，將社區醫院作為主要治療機構

在韓國國內如此嚴峻的新冠疫情形勢之下，韓國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力的舉措來控
制疫情的傳播，當前韓國的重症監護室病床使用率沒有超過20%，為了能夠應對越來越嚴重
的疫情，韓國政府首先在醫療體系方面進行了改革，改變了治療新冠病毒患者的主要機構。

曾經以大醫院為主要治療新冠病毒的機構改變為了普通醫院與社區醫院，增加了社區醫
院的醫療器械和治療水平，這樣能夠有效分散全國醫院的壓力，給重症病人更多的治療時間
和機會，能極大地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患者一旦有問題則可以來到較近的社區醫院就診，
這樣一來就減少了病毒的傳播次序。
二，將普查轉為重點篩查

韓國政府還公佈了轉為奧密克戎應對階段的方案，當進入應對階段之後，韓國衛生站的
篩查對象將會首先面對感染風險較高的人群，首先保證重症患者和死亡患者的人數能夠降到
最低，在改變了篩查對象之後，將會有更大的概率和準確率能夠篩查到奧密克戎的病人，並
且韓國政府還會在奧密克戎毒株較多的地區加大篩查的力度，爭取實現快速抗原檢測。

這些措施實施之後能夠持續增加對於奧密克戎病人的篩查速度，在時間和空間上同時減
緩奧密克戎的傳播，在重點區域進行重點快速抗原檢測無疑在詮釋著將力量用到一點之上的
生存哲學，抗疫力度之大肉眼可見。
三，增加醫療機構，分散全國壓力

除了對病毒地區加快監測和重點防御之外，韓國政府還將會在1月底在全國增加400多
個醫療機構，這種醫療機構主要以社區醫院為主，經統計400多個醫療機構能夠保證6萬餘
人在家中治療新冠病毒。

增設醫療機構的舉措能夠明顯降低全國的醫療壓力，完美地實現了輕重症分流，輕症病
人可以與醫療機構合作在家中治療，重症病人則可以轉到大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去治療，這一
系列措施無疑是非常地有效且具有針對性的。

奧密克戎襲擊韓國奧密克戎襲擊韓國，，文在寅政府用文在寅政府用33大舉措控制疫情大舉措控制疫情，，值得歐美借鑒值得歐美借鑒

地球丕變了，最近各種惡劣天氣降臨世界各角落,從颶風、暴雪、洪水、熱浪、強震、到
烈火....... 從美國東部到中西部,一陣陣暴風雪襲擊各州，導致屋垮、樹斷、車禍和溺水身亡
的不幸事件，而今春幾輪洪水，密西西比河帶來氾濫，災區滿目瘡痍，加州奧羅維爾持續乾
旱，據最新發佈的三份報告，格外炎熱的2021年，美國經歷數十億美元的致命氣候災害的
衝擊,傷亡一次比一次嚴重, 何以致之?

在從前，當科學家想把事件歸咎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時異常謹慎，現在他們已證
實全球暖化是造成災難的主因，如肯亞乾旱記錄、英國冬天太陽的變化以及對中國西南部暴
雨研究等都有實際數據證明氣候暖化影響。過去的天氣指標已跟不上當前氣候變化情況，氣
候變遷將趨於惡化，氣候暖化導致冰山解溶，海平面上升，地球上許多土地被海水淹沒，讓
居住的土地減少，所以全球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但美國去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卻上升了6%。更強風暴、野火、乾旱和熱浪已不斷出現各
州, 有鑑於此,伊州州長簽署了《氣候與公平就業法案》，使全州成為第一個承諾在2050年前
實現淨零碳排放的州。華盛頓州州長要求立法者在2022年撥款6.26億美元用於應對氣候變
化。加州州長希望在未來五年投入220億美元用於電動汽車和充電站，以及其他環保舉措。
紐約州長的氣候計劃包括撥款5000億美元用於海上風力發電，並禁止在新建築中安裝燃氣
裝置。

各州都在避災上有所作為, 白宮也不例外, 拜登總統所推出的 “Build Back Better” 中
有關氣候防範將在未來十年撥出5550億美元用於可再生能源和清潔交通激勵措施,為從燃燒
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過渡提供激勵措施,如美國能實現拜登提出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
量削減50%的目標，氣候變化條款就需要成為法律, 那應該是兩黨共同關心的問題。

然而不幸的是，國會裡共和黨人卻因一黨之私, 沒有一個人支持拜登的氣候措施, 那是匪
夷所思的事,如國會想拯救地球，共和黨人須改變想法,讓BBB法案在參議院先通過！

緬甸難民：“我們這裏到處是黃金，不過我們不開心”
綜合報導 近期，葡萄縣馬錢包

鎮區楠島沿岸，外出避難難民用于耕

種的農田上，開采黃金的作業區越來

越多。因爲使用大型設備作業挖掘，

避難難民除了擔心農田受到破壞外，

當地居民擔心過度開采資源會對當地

自然環境造成不可恢複的汙染。

當地一名民衆表示，有10多台

挖土機在農田上作業，我們主要以

務農爲生，在我們的農田上開采作

業，這樣的行爲已經嚴重困擾我們

。因爲戰事的原因，我們只能暫停

耕種，戰事情況穩定後，我們還會

回到原來的地區務農。

據悉，2021年 9月份開始，馬

錢包鎮區茵勒延與辛蓋延村附近的

農田、梯卡羌松沿岸、茵沛嘎、帕

敢鹽沿岸、茵卡嘎村莊沿岸，都有

開采設備在作業。對于當下非法開

采行爲，當地民衆都敢怒不敢言。

近期，瑪麗卡江沿岸開采黃金的作

業區越來越多。

2021年12月27日，克欽民族解

放軍（KIA）武裝曾發布聲明，禁止

任何人在KIA控區避難難民農田上開

采作業，但是，截至目前爲止，仍然

有人在農田上開采黃金。

2013年，茵嘎卡村莊附近軍方部

隊與KIA武裝爆發戰事，截至目前，

外出避難的難民至今未能返回村莊。

政局動蕩期間，克欽邦、實皆、克倫

邦境內，一直都有人在開采黃金，對

于開采黃金是否合法，有民衆提出了

疑問。據悉，開采黃金的地區大多數

位于偏遠地區，不僅交通不便，經常

會接收不到通信網絡信號。

東京多名年輕女子
接觸駐日美軍後感染奧密克戎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有5名以上年輕女子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毒

株，她們1個月內，在東京繁華商區的俱樂部等地曾同駐日美軍

士兵有過接觸。

據東京都政府人士消息，上月（2021年12月）末至本月上旬

期間，同駐日美軍士兵有過接觸的5名以上年輕日本女子都已確

診感染奧密克戎毒株。她們稱，自己在東京的俱樂部等地接觸過

美軍士兵後出現身體不適。還有女子將病毒傳染給家人。經過事

後調查，這些美軍士兵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日媒稱，東京都自上月末開始奧密克戎確診患者激增，東京都

政府人士認爲，造成疫情進一步擴散的原因很可能在于駐日美軍。

而繁華街區的店家稱，每天客流量大，無法鎖定具體的密接人員。

對于上述情況，駐日美軍司令部回應稱，包括檢測結果陰性的人在

內，目前已全面禁止不必要不緊急的外出活動。

據媒體此前消息，日本輿論普遍認爲，數萬駐日美軍基于《日美

地位協定》賦予的特權可自由進入日本，不受日本防疫政策限制，造

成疫情外溢，威脅日本普通民衆生命安全和健康。日媒不斷拍到美軍

人員在疫情集中暴發後仍不戴口罩前往鬧市區逛街、就餐的照片。

巫師參與選舉？
韓熱門總統候選人尹錫悅陷入“巫蠱爭議”

綜合報導 距離韓國大選不到50

天之際，風波不斷的韓國最大在野黨

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又陷入

了“巫蠱爭議”。據韓國媒體報道，

尹錫悅的選舉團隊中有巫師參與，其

夫人金建希在被曝光的通話中也提及

巫蠱信仰。雖然尹錫悅已將與巫蠱有

關人員從競選團隊中清除，但爭議並

未平息，執政黨19日將尹錫悅告上

法庭。

韓國《中央日報》報道稱，自稱

“建真法師”的全某涉嫌在尹錫悅的

選舉對策委員會活動並參與了整體業

務。全某不僅自己介入了尹錫悅競選

團隊的日程、信息、人事等，而且全

某的女兒和小舅子也參與其中。雖然

國民力量黨和尹錫悅都“喊冤”，但

隨著全某在新年第一天參加活動時親

昵拍尹錫悅肩膀的照片被公開，坊間

對于“尹錫悅與巫師關系密切”的討

論更多了。

全某同時被曝光自己開設“佛堂

”進行巫蠱活動。國民力量黨方面的

解釋說“全某不是巫師，而是韓國佛

教宗團協議會的企劃室長”，但這一

說法隨後被“打臉”，韓國佛教宗團

協議會方面表態稱“全某與我們無關

”。

尹錫悅陷入巫蠱爭議已經不是第

一次了，此前就有所謂“天工師傅”

作爲其導師的爭議，後來在競選候選

人電視辯論中，尹錫悅的左手掌上出

現了“王”字，引發不少猜疑。

據報道，尹錫悅和國民力量黨已于

18日解散了全某所在競選團隊部門

，但據稱尹錫悅周邊與巫蠱有關的人

士仍有20多人。

此外，尹錫悅的夫人金建希在被

曝光的“7小時通話”中提到“我是

個有靈性的人”等具有爭議的內容。

據《韓民族新聞》19日報道，有聲

音質疑稱，金建希在沒有正式職位的

情況下介入尹錫悅競選團隊運營，甚

至提及迷信內容，這很容易讓人聯想

到2016年導致前總統樸槿惠被彈劾

下台的“崔順實幹政事件”。

《中央日報》稱，巫蠱爭議之所

以嚴重，是因爲涉及“幕後實權”。

崔順實介入國政是將樸槿惠政府推向

崩潰的導火索。在韓國政壇，與迷信

相關的事情並不罕見。有傳聞稱，有

人將祖墳移到“吉地”後當選爲總統

。韓國總統應該具備明確觀察力、判

斷力以及超前的洞察力，問吉凶禍福

的巫蠱不該有介入國政的空間。

另據報道，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當

天以尹錫悅涉嫌“泄露公務機密”向

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提出訴訟。執政

黨人士表示，尹錫悅在擔任檢察總長

期間，警方曾兩次提出要對造成大邱

市新冠疫情暴發的新天地教會進行搜

查，但都被檢方駁回。有消息說尹錫

悅是聽信了所謂“建真法師”的建言

，如果這一情況屬實，那麽尹錫悅屬

于向無關人員“泄露公務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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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醜聞觸發危機
英國首相這次有點“懸”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近來因新冠

疫情期間派對醜聞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

。隨著時間推移，輿論壓力未減，醜聞

新料頻添，致使執政黨保守黨民意支持

走低，黨內要求約翰遜下台呼聲漸起。

英國媒體形容，約翰遜正經曆2019

年上台以來最嚴重危機。

辯解遭人戳穿
英國媒體曝光了首相府防疫期間不

少違規酒會，約翰遜也參與其中。

約翰遜本月12日在議會下院接受質

詢時首次承認在2020年5月“封城”期

間參加在首相府花園舉行的酒會。他爲

此道歉，但辯稱當時認爲那是一場公務

活動。他說，“沒人告訴我”這場酒會

違反了防疫規定。

然而，約翰遜前首席顧問多米尼克·

卡明斯給出截然不同說法。英國《鏡

報》18日援引卡明斯的話報道，多名政

府高官曾提醒在首相府花園舉行酒會違

反防疫規定，約翰遜對這些忠告置若罔

聞。

卡明斯說，他和“其他目擊者”願

意提供宣誓證詞。

《鏡報》形容，卡明斯的說法是

“爆炸性”的，無異于指認約翰遜在議

會下院接受質詢時公然撒謊。在卡明斯

之前，多家英國媒體已經援引消息人士

的話報道，約翰遜在酒會開始前就已經

知道那是“一場派對”。

卡明斯2020年11月從約翰遜政府離

職，後多次批評政府抗疫不力。具有諷

刺意味的是，卡明斯任職期間曾違反

“居家令”，然而得到了約翰遜的護短

力保。

或被同黨拋棄
約翰遜卷入派對醜聞之際，根據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20名保守

黨議員私下會面，計劃遞交對約翰遜

的不信任信。首相府目前暫未回應這

一報道。

如要觸發對保守黨領袖的挑戰，360

名保守黨議員中至少54人須致信黨內

“1922委員會”主席，明確表示對保守

黨領袖的不信任。

這類信件不會公開，只有委員會

主席知道議員寫信情況。議員克裏斯

蒂安· 韋克福德公開表態已經遞交不信

任信。他說，還有不少議員寫了信，暫

未遞交。

“1922委員會”代表沒有政府職務

的保守黨議員，在決定首相人選方面發

揮重要作用。

如果約翰遜被迫下台，財政大臣裏

希· 蘇納克被認爲是最爲可能的接替人選

之一。不過，按照《鏡報》說法，鑒于5

月地方選舉在即，一些議員傾向于選舉

結束後再采取行動。

保守黨目前選情不妙。約翰遜曾于

2019年12月率保守黨贏得議會選舉，勝

選優勢爲1987年以來最大。而今，派對

醜聞不斷發酵，在野黨工黨民意支持率

已大幅領先保守黨，領先優勢爲2013年

以來最高水平。

困境中謀自救
面對醜聞發酵、民意走低局面，約翰

遜方面不甘被動。英國媒體將其采取的

措施形象比喻爲“紅肉行動”，意指取

悅選民，力求穩固保守黨票倉，具體做

法包括在移民政策上做文章以及拿英國

廣播公司開刀。

英國政府17日宣布，禁止英國廣播

公司未來兩年內提高民衆負擔的電視牌

照費（每年159英鎊，約合1377元人民

幣），以緩解經濟不景氣帶來的民生負

擔。

工黨文化事務發言人露西· 鮑威爾說

，約翰遜政府想借此取悅英國廣播公司

的反對者，緩和派對醜聞觸發的民意支

持率下行壓力。與電視牌照費相比，約

翰遜政府所提的增稅計劃和能源價格猛

漲是更大的負擔。

另據英國媒體報道，約翰遜或宣布

放寬在英格蘭地區施行的防疫措施，以

爭取保守黨內反對收緊防疫措施派別的

支持，應對黨內信任危機。此外，約翰

遜還可能就派對醜聞“甩鍋”身邊人，

以求自身脫困。

本月 18 日，約翰遜就 2021 年 4 月

16日在首相府舉行的兩場離職派對向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致歉。兩場派對在

菲利普親王葬禮前一天舉辦，英國當

時處于哀悼期。按首相府說法，約翰

遜當天不在首相府，對離職派對也不

知情。

約翰遜證實，他接受了“派對事

件調查員”休· 格雷問詢，說明了他所

了解的情況。格雷的調查報告預計本

月發布。

荷蘭政府力促註射加強針
綜合報導 通過在火車站和商店張貼海報以及新的電視廣告，荷蘭

衛生部希望鼓勵更多人注射加強針，因爲在公共衛生機構 GGD 中新的

注射預約已過高峰，而接種了疫苗的 18 歲以上人群中，有近一半尚未

接種加強針。

疫情智庫RIVM 較早時候報道說，在注射加強針活動的高峰期，

近 200 萬人一周內接受了注射，但上周已經下降到 110 萬人，下周只

安排了30萬個預約，盡管 RIVM 預計這個數字會上升。

當局希望，借助這些海報，人們被敦促直接前往無需預約即可進行

注射的疫苗接種點，希望媒體的宣傳能夠提高加強針的接種率。

與此同時，一項更有針對性的活動也在進行中，就像先前發出SMS

短信的活動。衛生部仍在調查應該如何組織這樣的活動，但表示只有獲

得許可並與 RIVM 共享數據的人，才會收到這樣的短訊，獲得邀請。

RIVM 報告說，大約 90% 的 60 歲以上的人接受了加強針的注射

，其他年齡組的注射率未知。

現在，荷蘭總共約有 760 萬人接受了加強針的注射，相當于大約

53% 的荷蘭成年人。

巴西單日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創紀錄
累計死亡人數僅次於美國

綜合報導 根據巴西衛生部提供的數據，巴西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超過13.7萬例，創下曆史新高。報道稱，這個擁有2.13億人口的南美

國家是世界上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累計已有超過62萬人死于

新冠病毒，僅次于美國。

由于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傳播，以及聖誕節和新年前後的

慶祝活動，自今年年初以來，巴西的感染人數一直在飙升。2021年底時

，平均每日新增病例僅爲8000例左右。

2021年6月以來的最高紀錄是24小時內新增超過11.5萬確診病例。聖埃

斯皮裏托聯邦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埃塞爾· 馬西爾（Ethel Maciel）告訴法新社:

“今年2月份應該會達到一個峰值，那時情況應該會再次穩定下來。”

馬西爾說：“公共衛生服務已經面臨很大的壓力，未來兩周將是決

定性的，取決于新年慶祝活動造成的感染會對住院人數産生什麽影響。”

不過，她並不認爲奧密克戎變異株會像此前的幾種變異株那樣致命。

有人擔心，感染人數的激增可能會影響到2月底的狂歡節慶祝活動

。在巴西主要城市聖保羅、裏約熱內盧和薩爾瓦多，街頭狂歡節已經因

爲疫情而取消。

裏約熱內盧和聖保羅仍然希望在其“桑巴大道”（Sambadrome）戶

外場地繼續舉辦豐富多彩的節日遊行活動，因爲體育場館實施比戶外街

道更嚴格的防疫管控措施。

據報道，巴西總統博索納羅接受采訪時淡化奧密克戎在巴西的影響

，聲稱奧密克戎將受到“歡迎”，甚至可以結束新冠疫情。他的這一驚

人言論遭到了世衛組織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邁克爾· 瑞安（Mike Ryan）的

駁斥。瑞安肯定地說，雖然奧密克戎“感染症狀表現得不那麽嚴重，但

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一種輕度疾病”。

綜合報導 受俄羅斯總統普京邀請，

伊朗總統萊希抵達莫斯科，開始爲期兩天

的訪問。這是萊希自去年8月上任以來首

次訪俄，兩國媒體給予高度關注。有分析

稱，此次訪問，俄伊在軍事技術和經貿領

域的合作最爲引人關注。

據報道，普京當天在克裏姆林宮與

萊希舉行會晤。普京表示，即使在疫情

大流行的背景下，俄伊貿易總額仍增長

38%。他表示，俄方希望了解伊朗在重

啓伊核協議和阿富汗局勢問題上的立場

。萊希表示，伊朗希望與俄羅斯保持穩

定和全面的關系，伊俄在敘利亞打擊恐

怖主義方面的合作，可以爲在其他領域

的擴展和應用創造先決條件。伊朗和俄

羅斯可以在合作中形成協同效應，以更

好地抵禦西方的壓力。萊希感謝普京爲

伊朗加入上合組織提供的幫助，並強調

伊俄兩國可以顯著加強經濟領域的合作

。伊朗方面向俄羅斯提交了一份爲期20

年的戰略合作協議草案。

據報道，當天啓程前，萊希在機場對

記者表示，此行目的在于推進區域外交

，考慮到兩國在政治、經濟和貿易等多

個領域的關系，此次訪俄將成爲兩國關

系的轉折點。萊希表示，此次訪問主要

關注伊俄雙邊關系，尤其是在政治、經

濟、能源、貿易和航空領域的合作，考

慮到兩國巨大的潛能，兩國之間的互動

和合作有助于維護雙方的共同利益，有

助于在全球抑制單邊主義行爲和創造地

區的安全與穩定。報道稱，萊希20日將

在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發表演講，

並會見在俄伊朗民衆。伊朗外長、財經

部長和石油部長隨團訪問。

去年11月16日，萊希在與普京的通話

中表示，伊朗准備與俄締結一項全面合作

長期協議。因而，訪問期間雙方是否會簽

署相關協議，引起外界關注。伊朗梅赫爾

通訊社19日援引伊朗駐俄大使賈拉利的話

說，此次訪問將確定

一份“伊朗-俄羅斯合

作路線圖”，但簽署

全面合作文件不在此

訪的議程中。

外界同樣關注的

是，萊希此行能否達

成伊俄武器大單的簽

署。俄《觀點報》稱

，萊希訪俄期間，兩

國預計將簽署總額高

達 100 億美元的軍售

大單，其中包括米

格-25、蘇-24MK型戰

鬥機的維修和現代化

改造，以及向伊出售

蘇-35戰鬥機和S-400防空導彈系統等。不

過相關報道認爲，俄伊如果達成軍售協議

，可能會遇到支付問題。受西方制裁，不

排除伊朗希望通過允許俄公司進入裏海伊

朗氣田的方式支付費用的可能。對于這種

支付方式是否合適，一些俄專家表示懷疑

。此外，還有俄專家擔憂，俄向伊朗提供

S-400防空導彈系統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地區

力量平衡。

“中東眼”新聞網稱，除了可能的軍

售大單，萊希此訪還將致力于促進伊俄雙

邊貿易，並加強兩國經濟各領域的接觸。

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稱，面對來自美國等西

方國家的制裁壓力，俄伊在經貿合作項目

上的討論變得極爲重要，兩國在貿易和物

流領域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項目具有討論

前景，兩國還計劃在雙邊、區域和國際等

各級層面開展能源合作。

重啓伊核協議的維也納會談目前已進

行至第八輪，仍未取得重大進展。俄外交

部外交學院副教授阿瓦特科夫認爲，伊核

協議前景“非常複雜”，因此俄伊領導人

就該問題“對表”，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成

果可能爲重啓伊核協議的下一輪會談劃設

談判軌道。

俄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專家費多羅娃認

爲，波斯灣和阿富汗局勢也將成爲俄伊兩

國領導人在國際問題議程上的重點。美國

加大在海灣地區國家的軍事存在，推動向

阿拉伯國家的軍售，海灣地區的緊張局勢

正在升級，西方的政策有理由讓海灣地區

的安全問題成爲俄伊領導人會談的重點。

此外，俄伊都主張阿富汗能夠建立一個包

容性的政府，兩國也均向阿提供了大量的

人道主義援助，因此俄伊可以在這方面進

一步加強合作。

對于萊希訪俄，兩國媒體都給予了

積極評價。伊朗梅赫爾通訊社稱，萊希

此次訪俄，凸顯伊朗的外交重點是與東

方和鄰國發展合作。伊朗處于南北通道

的中心，伊俄關系將有助于擴大兩國在

歐亞南部和北部地區的合作，讓伊朗成

爲歐亞南北通道的重要樞紐。《莫斯科

共青團員報》稱，俄伊總統舉行會晤具

有重要意義。伊朗和俄羅斯都是美國制

裁壓力的對象，因此，俄伊可以就如何

應對西方制裁方面交流經驗，並協調立

場建立某種統一戰線。

伊朗總統訪俄提升雙邊關系
聚焦經貿軍事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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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現如今，美國依然是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平均
每天新增病例都在70萬左右。不過，美國人似乎已經看淡生死，他們不願
接種疫苗，並迫不及待想要回歸“自由自在”的生活。於是乎，許多反疫
苗反防疫者湧入首都。

當地時間23日，美國華盛頓特區至少聚集3萬名反疫苗者，他們由華
盛頓紀念碑遊行至林肯紀念堂，抗議拜登強制要求接種疫苗舉措。據介紹
，本次大規模抗議的名字就是“打倒強制令，讓美國回歸”。這些示威者
大多都沒有佩戴口罩，他們高舉著美國國旗、各式各樣的抗議標語，大喊
“自由”、“不會服從”、“自己做主”等口號。

有示威者則舉著火炬，裝扮成美國自由女神像的模樣，呼籲拜登還人
們“自由”。現場還有很多組織者發表演講，讓抗議者摘下口罩，為他們
“加油打氣”。其中，肯尼迪家族的羅伯特·肯尼迪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
講話，此人在社交平台上是臭名昭著的反疫苗者，他將強制接種疫苗與
“德國納粹大屠殺”類比。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國醫生也參與了抗議，他們高舉著一份有17000
名醫生署名的文件，批評拜登抗疫失敗，呼籲抵制拜登“暴政”。這次抗
議的組織者聲稱，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自由”地旅行、上學和工作。

最初，抗議組織方預計大約會有2萬人參加抗議，不過，美媒報導稱，
整個華盛頓特區的抗議人數在3到3.5萬人之間。據美媒觀察，這些抗議者
中有不少都是極右翼人士，很多人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們隨身攜帶了
支持特朗普的紀念品。不過，諷刺的是，就在不久前，特朗普還親口承認
自己已經完成了疫苗接種，並抨擊那些不敢承認自己打疫苗的政客是膽小
鬼。

即便有7000多萬人確診，有近90萬人喪命，美國人依然不拿新冠病毒當回事。在美國，是
否接種疫苗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去年，拜登出台了一項行政令，要求那些人數達到及超過
100的企業必須為員工接種疫苗，結果一些共和黨掌控的州和企業等，直接將拜登告上了法庭
，而最高法院最終也推翻了拜登此項命令。不過，那些美國反疫苗者並不樂意，他們希望所有
強制接種令都被廢除。據介紹，單單在美軍中，就大約有2萬人不願意接種。

面對一輪又一輪的疫情和抗議，拜登還在替自己遮醜，他在進行執政一周年總結時，自認

為自己在抗疫方面的表現“超過了預期”。這種說法很難讓美國人接受，要知道在拜登上台時
，美國因新冠喪命的人數大約為40萬，而現如今已經超過88萬，也就是說，在疫苗接種已在推
進的情況下，拜登任內的死亡人數依然大大超過了特朗普任內。

實際上，不只是美國，反疫苗、反防疫抗議正在西方國家迅速蔓延。 23日當天，布魯塞爾
已有數万人抗議，他們衝擊歐盟辦公室，與警察發生了暴力衝突。另外，疫情惡化的印度也受
此影響，出現了所謂的“自由集會”。可見，反智主義在西方有多麼盛行，難怪他們感染率居
高不下，病例數万、數十萬瘋漲，這對大多數渴望健康的民眾來說，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悲劇。

（綜合報導）休斯敦副警長查爾斯•加洛韋當地
時間23日凌晨在一次例行交通治安過程中被槍殺。

報導援引當地警員泰德•希普的話稱，47歲的加
洛韋23日凌晨0時45分許將一輛白色豐田Avalon汽車
攔下後，開車的男子從車上下來，隨即向他開槍，加
洛韋受到多次槍擊，當場死亡。報導稱，希普將事件
導火索描述為一次例行的交通攔截。希普還稱：“他
（加洛韋）有一個女兒，還有他的妹妹，以及第五分
局的無數個受他訓練、受他指導的警員，這些人都會
非常想念他。”

據報導，目前加洛韋槍擊案的嫌疑人還沒有被鎖
定，目擊者描述嫌疑人是一名年輕的西班牙裔男性，
並稱他使用了“突擊式”槍械。嫌犯在開槍後回到車
上並開車離開。官方稱這是一次 “殘酷的襲擊”。據
報導，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敦促任何知道嫌
疑人信息的人與警方聯繫。

3萬美國人湧向首都抗議 要“自由”不要疫苗

（綜合報導）美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說
，“23日，由於俄羅斯軍事行動的持續威脅
，國務院授權美國直接僱傭的僱員自願離開
，並要求符合條件的家屬離開美國駐基輔大
使館。”

聲明指出，“目前在烏美國公民應該考
慮使用商業或其他私人交通工具離境”。

當天，美國國務院還發布最高級別旅行
警告，即“不要旅行”（Do Not Travel），
建議美國人不要前往俄羅斯和烏克蘭。

與此同時，美國軍援陸續運抵烏克蘭。
據路透社報導，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

科夫23日表示，烏克蘭已收到美國提供的第
二批軍火。

“基輔收到第二批軍火，超過80噸武器
來加強烏克蘭的防禦能力，來自我們的美國
朋友！這不是結束。”列茲尼科夫在社交媒
體上寫道。

美國去年12月批准向烏克蘭追加價值2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首批 90 噸軍火已於 21
日夜間運抵烏克蘭，包括“致命性”武器以
及用於在烏東部衝突地區前線使用的彈藥。

此外，美方已經批准愛沙尼亞、拉脫維
亞、立陶宛和英國在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夥伴和盟國進行第三方轉讓，以便從這些國
家的軍火庫中調撥美製軍事裝備供烏克蘭使

用。
近期，俄烏關係加速惡化，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持續炒作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
蘭，俄方堅決否認並多次強調，局勢惡化是
由於北約不斷侵蝕俄羅斯安全空間。

21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同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談。拉夫羅夫
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俄羅斯沒有入
侵烏克蘭的計劃，美國和西方國家炒作烏克
蘭危機，是為了掩蓋其對烏克蘭的軍事拉攏
，以繼續侵蝕俄安全空間。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20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近段時間西方國家積極炒
作“俄羅斯準備入侵烏克蘭”這一話題，目
的在於掩蓋它們正在準備發動包括軍事行動
在內的大規模挑釁。英國軍用運輸機已連續
多日向烏克蘭運送武器，最近幾個月美國已
向烏克蘭提供30套“標槍”反坦克導彈系統
和180枚導彈。

俄羅斯去年12月向美國和北約提出並對
外公佈兩份安全保障協議草案，劃定安全
“紅線”，要求北約承諾停止擴張，不吸收
烏克蘭或別國加入。扎哈羅娃23日表示，莫
斯科正在等待美國對該草案逐條做出書面答
复，俄方已經展現了充分的合作意願。

美國休斯敦副警長例行將車攔下後美國休斯敦副警長例行將車攔下後
被司機開數槍擊中被司機開數槍擊中，，當場死亡當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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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新澤西
州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一幕，一名不到 2 歲的幼
童用媽媽的手機下單了近
2000 美元（約 13000 元人
民幣）的家具。
22 個月大男童阿亞安什
•庫馬爾（Ayaansh Kumar
）的媽媽最近一直在為新
家物色家具，她在手機的
購物車裡添加了一堆的商
品，但一直未確認。當家
具陸續送來時，媽媽詢問
了一圈才知道是阿亞安什

幹的。媽媽說:“他這麼小，這麼可愛，我們都笑他訂了這麼多東西。”
阿亞安什使用記者的手機“秀”了一下，他關閉了日曆應用程序，給記者的母親發一封電子郵件，
然後搜索了一下聯繫人。

“很難相信他這麼做了，但事實就是這樣。”男童的父親普拉蒙德•庫馬爾（Pramod Kumar
）說:“今後，我們將設置嚴格的密碼或面部識別，這樣當他拿起手機時，就會發現手機是鎖著的
。”

夫妻倆計劃等所有的商品都到齊後再送回當地的沃爾瑪退貨，但也可能會保留一些東西，以紀
念孩子的第一次網購狂歡。

美國務院下令駐烏克蘭使館撤人美國務院下令駐烏克蘭使館撤人，，敦促僑民離境敦促僑民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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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停擾中國航司航班
美國將暫停中國4航司44美赴華航班 中使館：非常不合理

美國交通部聲稱，停飛令將於1月30日生效，
直到3月29日，其間廈門航空、中國國際航

空、中國南方航空和中國東方航空的赴華航班將
被取消。與此同時，美國交通運輸部威脅稱，如
果中國修改政策，“為美國航空公司帶來必要的
改善”，它就重新審視自己的行動。同時聲稱，
如果中國取消更多航班，“我們保留採取額外行
動的權利”。

國際航班入華政策適用中外航司
對此，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回應

表示，美方此舉非常不合理，我們敦促美方停止
干擾和限制中國航司的正常客運航班。

劉鵬宇還表示，國際客運航班進入中國的政
策“以公平、公開、透明的方式同等適用於中外
航空公司”。

此前，奧密克戎在全球引發大規模感染潮，
入境航班病例也不斷上升，觸發中國民航局熔斷

指令。自今年1月4日起，民航局多次發布熔斷指
令，暫停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多個國家的入境
航班，其中包括44班次美國赴華航班，涉及美聯
航、美航、達美三家航空公司。

航班熔斷機制不針對單一國
據悉，疫情之前，中美之間航班約為每周100

多班次，疫情期間降至每周約20班次。
據中國民航局網站顯示，民航局的熔斷指令

早在2021年4月28日便已發布，自2021年5月1
日開始實施，一直沿用至今。入境航班是否取
消，與航班入境後7天內統計的境外確診輸入病例
直接掛鈎。入境航班確診人數達到5例，將引發熔
斷措施。

民航局指，這一政策並不針對單一國家，也
並不區分國內、國外航空公司。民航局今年1月
21日發布的熔斷指令顯示，因入境航班上發現病
例，故宣布暫停美國達美航空，伊拉克、加拿大

航空公司，以及東方、南方航空公司等入境航
班。

美不反思疫情管控還威脅中方
因入境後核酸檢測結果陽性旅客人數超標觸

發熔斷機制，從而導致大規模航班取消，在這種
情況下，美國相關部門不僅不反思管控不力，還
出來推卸責任，甚至威脅可能會“採取行動”。

去年底，多班自美國飛往中國的航班推遲或
取消，曾引起關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
去年12月就達美航空赴華航班中途返航一事回應
表示，近日，多班自美國飛往中國的航班推遲或
取消，美國航空在距離飛機起飛僅有數小時的情
況下突然宣布取消航班，達美航空的航班甚至出
現航程過半後返航情況，給中國籍乘客帶來巨大
損失。中國駐美使領館積極向有關乘客提供協
助，並第一時間向美國有關航司提出嚴正交涉，
敦促其保障乘客正當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
報道）22日，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五次會
議閉幕。經大會依法選舉，廣東省新一
屆人大、政府領導班子新鮮出爐。廣東
省代省長王偉中正式“轉正”為廣東省
省長，此前曾擔任深圳市委書記五年的
他，是一名熟悉香港事務的“知港派”
官員。在其主導及推動下，深港合作進
入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雙
區”驅動下的黃金發展時期。

公開信息顯示，王偉中出生於1962
年3月，山西朔州人。17歲時入讀清華
大學水利工程系水資源工程專業，隨後
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工
程水文及水資源專業就讀碩士研究生。
此後他在科技部任職十幾年，從處級幹
部一直幹到副部長，被媒體冠以“科技
尖兵”的稱號。

2014年9月，王偉中履新山西省委
常委、秘書長。當時，山西剛剛經歷“塌
方式”腐敗，多名省部級官員密集“空
降”山西，王偉中是其中之一。兩年之
後，王偉中轉任太原市委書記。當時，組
織部門曾評價其視野開闊，工作務實，作
風嚴謹，有改革創新精神。

2017年3月，王偉中南下深圳，履
新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他也是
深圳建市以來，第一位直接由外省“空
降”的市委書記。

值得關注的是，王偉中主政深圳期
間，十分重視推動深港合作。在其推動
下，深港建立高效運行的“合作專班工
作機制”，雙方實現在重大平台“促聯
通”、基礎設施“硬聯通”、體制機制
“軟聯通”、深港人民“心聯通”。在
兩地共同努力下，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落馬洲河套地區、深港科技創
新特別合作區的開發建設都取得了長足
進展，兩地亦在科技創新、跨境基礎設
施建設、高等教育、醫療衞生等方面的
合作也得到進一步深化，便利港人在深
求學、就業和生活的政策措施陸續出
台，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場、前海深
港青年夢工場等平台，則為港青來深創
新創業提供了更多便利。

輿論普遍認為，在香港開啟由治及
興新階段的重要節點上，由“知港派”
官員主掌廣東省政府工作，體現中央對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重視，也體現
中央對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確保港澳
地區繁榮穩定的信心和決心，相信未來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粵港合作將進入新
一輪黃金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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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暫停美國將暫停44家中國航空公司家中國航空公司4444個從美個從美
國起飛的赴華航班國起飛的赴華航班。。圖為旅客早前在美國圖為旅客早前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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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環球

網報道，美國華盛頓時間1月21日，美

國交通部宣布暫停4家中國航空公司44

個從美國起飛的赴華航班。中國駐美國

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當天回應說，美方

此舉“非常不合理”，並說：“我們敦

促美方停止干擾和限制中國航空公司的

正常客運航班。”

中方批日美領導人惡意操弄涉華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1月21日

晚，日美兩國領導人舉行視頻會晤。22日，中國
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就日美領導人視頻會晤涉華
消極動向表明嚴正立場。

發言人表示，日美領導人視頻會晤惡意操弄涉華
議題，對中國無端攻擊抹黑，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
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我們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提出嚴正交涉。

發言人指出，日美同盟作為冷戰產物，不應

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更不應處處拿中
國說事。日美固守冷戰思維，大搞集團政治，挑
動陣營對立，製造分裂對抗，只會損人害己。誰
在打着規則旗號大搞霸權干涉，誰在揮舞制裁大
棒四處霸凌脅迫，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我們奉
勸日美順應時代潮流，摒棄零和博弈、以鄰為壑
的狹隘政策，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以意識形
態劃線搞小圈子。

中方在台灣、涉疆、涉港、涉海問題上的立

場是一貫、明確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
固有領土。

無論日美說什麼、做什麼，都改變不了釣魚
島屬於中國的客觀事實。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國人
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
志和強大能力。日美等國打着民主人權的幌子對
中國內政問題進行政治操弄，出於地緣政治私利
在涉海問題上挑撥矛盾爭議，這種做法不得人
心，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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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高端今天表示，COVID-19疫苗第3
針追加劑的相關研究最新數據顯示，不論前2劑施打
高端或是AZ疫苗，第3針高端皆可增加中和抗體濃
度，進而提升對高度關注變異株（VOC）、例如
Omicron的保護力。

高端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在3劑高端疫苗的施
打試驗中，受試者血清對Omicron的中和能力大幅提
升；2劑AZ疫苗加第3針高端的試驗中，受試者的中
和抗體濃度也上升5.7倍。考量蛋白質次單位疫苗的
安全耐受性及優異免疫生成性，不同疫苗平台（如腺
病毒疫苗、mRNA疫苗）將可搭配第3針次單位蛋白
質疫苗的追加劑混打。

高端指出，針對 Omicron 變異株，完成 3 劑高
端疫苗施打的中和抗體濃度，與武漢原型株中和數據
相比，對 Omicron 中和抗體下降幅度與現有三劑
mRNA疫苗的下降趨勢相近，多數人受試者血清仍
可中和 Omicron，顯示高端疫苗第 3 劑施打可望對

Omicron提供相當程度的保護力。
部立桃園醫院1月18日在國際資料庫medRxiv發

表2針AZ，混打第3針高端追加劑試驗的數據，顯示
混打第3針高端疫苗分別可提升武漢原型株與Omi-
cron變異株的中和抗體效價。只施打兩針AZ疫苗的
血清樣本，對於Omicron的中和能力較差，在施打第
3針高端後一個月抽血檢測，發現對抗Omicron變異
株的中和抗體效價遠高於施打基準日的抗體數值，上
升了5.7倍。

此外，高端疫苗亦與國際組織 CEPI 共同執行
「Mix and Match」第3針混打試驗，將評估前兩劑施

打AZ、莫德納或高端疫苗，再搭配上述三種疫苗作
為第3針追加劑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這項試驗將在
台大醫院、台北榮總醫院、萬芳醫院及高醫附設醫院
4家臨床試驗中心執行，各醫院已陸續展開收案。這
項數據將有助評估mRNA疫苗、腺病毒疫苗搭配高
端疫苗的免疫效果。

高端：接種3劑疫苗 可提高對變異株保護力

疫情升溫ATM分流
首日換新鈔冷清無排隊人潮

(綜合報道）全台454個公股銀行、郵局據點今天開放兌領新
鈔，但受到疫情升溫且天候不佳的影響，首天兌領情況明顯較往
年冷清。台銀表示，上周即開放ATM領新鈔，共67萬人次提領
約87億元，達到一定分流效果。

因應民眾農曆春節兌換新鈔需求，中央銀行洽請台灣銀行
、土地銀行、合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台灣
中小企業銀行及中華郵政等8家金融機構，選定454家據點作為
指定兌鈔地點，即日起至28日連續5天提供換鈔服務。

往年首日開放兌領新鈔，台銀總行都會出現排隊人潮，但今
早罕見沒有排隊情形，直到快9點才有一名民眾出現，輕鬆搶下
頭香，9點開門營業後，雖持續有民眾前來兌領，但明顯較往年
冷清許多。

今早最早前來換鈔的黃先生表示，
今天剛好有空就早點過來換，意外搶下頭香。另一名徐小姐表示
，由於一次需要領10萬元，考量ATM自動櫃員機有限額，因此
還是決定臨櫃兌換，觀察今年換鈔民眾確實比以往少，不用排隊
就能完成。

台銀董事長呂桔誠今天也例行前來巡視換鈔情形，確保各
項防疫措施到位。

呂桔誠接受訪問表示，隨本土疫情升溫，必須要更謹慎防
疫，上周已先全面在ATM提供新鈔讓民眾領取，統計共有67萬
人次提領，金額約新台幣87億元，有效紓解部分臨櫃兌領人潮
。

在臨櫃兌領服務方面，呂桔誠指出，除體溫量測、實聯制、

維持社交距離等例行防疫措施外，從民眾那收回的舊鈔票，將先
放置14天才會再做後續處理，這是蠻大的工作負擔，但基於防
疫仍得落實；也請行員戴好口罩、防疫面罩，隨時以酒精擦拭工
作區域。

呂桔誠表示，用新鈔發紅包是一項美好的習俗，今年中央
銀行共備妥近6000億元新鈔供各銀行指定據點兌領，若不夠將
再增加，請民眾不用擔心。

展望虎年經濟，呂桔誠認為，持續受惠美中貿易戰轉單效
應、前瞻建設投資，以及台商回流等動能，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
要達4%以上沒問題；雖然全球供應鏈仍相當混亂，塞港、缺工
缺料現象仍在，但台灣供應鏈完整，應變能力佳，看好經濟能持
續維持韌性。

Omicron疫情延燒 防疫保單各家特色一次看
(綜合報道）隨Omicron確診足跡蔓延多個縣市，防疫保單

買氣轉熱，目前產險業網路投保方案，隔離、確診都有理賠5萬
元的保單，線下通路有確診理賠8萬元的保單。若以年保費來看
，線下方案多半都要千元以上，網路投保大多一張千元鈔有找。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推出 「防疫隔離險」網路投保方案，保單
設計相對簡單，隔離賠5萬元、確診5萬元，合計最高理賠10萬
元，無職業類別限制，20至74歲可投保，採單一保費666元；此
張防疫保單不侷限於COVID-19，只要是第1類至第5類法定傳
染病都在保障範圍。

和泰產險隔離賠10萬元防疫保單下架後，現有網路投保防
疫保單專案，隔離賠1.2萬元、確診2萬元，保費定為433元；線
下防疫保單專案保額最高是 「疫起挺你2.0」方案，法定傳染病

隔離賠3萬元、確診8萬元，另疫苗險保障包含住院日額、加護
病房日額、出院慰問金、喪葬費用補償等，保費定為1449元。

兆豐保險 「防疫兆護」網路投保方案則是防疫及疫苗雙拼
保單，費用定為672元，隔離賠2.5萬元、確診賠5萬元；因接種
疫苗住院，每日保險金2000元、最高給付45天，入住負壓隔離
病房或加護病房加1倍給付，住院達3日以上另有1萬元增額保
險金，疫苗接種後28天因不良事件身故，殯葬費用理賠30萬元
。

富邦產險近期推出 「疫網打盡2.0」網路投保專案，以XXL
方案而言，提供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加護或負壓病房住院日額
、關懷保險金、隔離費用補償保險、疫苗不良事件住院補助、疫
苗不良事件住院補助增額、法定傳染病疫苗預防保障、COV-

ID-19疫苗不良事件殯葬費用補償共8項，其中法定傳染病隔離
賠5000元、確診賠1萬元；不分職業類別單一費率，每人年繳保
費801元。

國泰產險推出 「享平安防疫保障」網路投保方案，法定傳
染病隔離賠5000元、確診3萬元，住院日額保險金每日2000元
、每次事故最高給付45日，保費定為417元。

國泰產險線下另有防疫及疫苗二合一的 「疫定平安」專案
，承保年齡為0至75歲，年保費1138元，保障包含隔離補償1萬
元、確診補償最高5萬元，因法定傳染病住院診療每日給付3000
元，最高給付45天；民眾若因接種疫苗住院診療，一般病房每
日給付5000元，加護病房額外再給付5000元，若連續住院達5
日以上將給付住院生活補助保險金5萬元，不幸身故提供喪葬費
用30萬元。

中信產險推出 「防疫心生活防疫險」網路投保方案，年保
費定為345元，保障範圍為隔離賠1萬元、確診5萬元。

因應民眾換新鈔因應民眾換新鈔 台銀總行加強防疫台銀總行加強防疫
農曆新年即將到來農曆新年即將到來，，台灣銀行台灣銀行2424日起開放民眾臨櫃換新鈔日起開放民眾臨櫃換新鈔；；行員戴上面罩行員戴上面罩，，

加強防疫加強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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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菩薩慈航引，慈悲度眾迎新春，
無限慈悲無限愛，慈悲眾生無災害。
沈淪苦海求出離，學佛修心命運移。

新年將至，疫情期間休士頓觀音堂繼續傳播正能量，
積極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我們將於2月5日(周六)早上11:
00-下午2:00在觀音堂停車場舉行露天全免費結緣活動。
同一天我們也將會在中華文化園遊會中心舉行免費結緣活
動。其中包括派發口罩,紅包,素食飯盒,素食食譜,吉祥米,供
果等吉祥禮品，數量有限，發完即止，歡迎大家前來結緣
。詳情請添加下方二維碼咨詢或聯系 832.736.1897。感恩
您對休士頓觀音堂的關註與支持，我們期待您的到來!

我們休士頓觀音堂全體義工：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吉
祥安康! 願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大愛灑遍人間，願更多的有
緣人得聞佛法，離苦得樂，願疫情早日結束，世界和平!

觀音堂地址: 613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慈濟
斜對面）

園遊會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今次執筆之日，是1 月17 號週一
。正常的週一，我會在美國校區上班。
不過今個週一，乃美國非矞偉人馬丁路
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紀念日子
，全國政府機關及校區，一律休假，以
誌紀念這位畢生為美國黑人爭取權益的
巨匠。這正好給我一個東翻西看近期美
國的國情的大好機會。

一看之下，令我心潮為之一震。原
來十多天之前的1 月3 日當天，美國己
通報有超逾 100 萬新冠病例新增確診
， 這不僅僅是刷了2 年多新疫情爆發以
來的新紀錄，更是全球首見單日打破
100萬 的確診紀。美國媒體形容，新的
病毒Omicron ，就像兇猛的海嘯般一樣
，徹底地影響了 美國人的日常生活。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美
國 3 日通 報 有108 萬 3948 例確診、
1693 人病故。這個確診人數幾 乎達到
4天前(約59萬人)的2倍，而4天前的數

字 又較前 1 週增加 1 倍。
美國媒體報導，自 2 年多前 COV-

ID-19大流行爆發以來，美國的病例數
量一直 都是其他國家的 2 倍以上。除
美國以外，全球最高單日確診數來自
2021年5月7日、Delta變異株疫情高
峰 時的印度，當時印度通報超過 41.4
萬人染疫。

事實上，許多美國人都會在家利用
快篩試劑來作自行篩檢，即使証明了自
己或家人受到感染，但他們也不會向政
府當局通報結果，因此上述這個破百萬
的驚人紀錄，恐怕還是被嚴重低估的數
字。 儘管激增的染疫病例，尚未導致重
症和死亡人數驟升，但隨著感染者紛紛
在家隔離，影響已在全美各地 顯現，包
括許多航班因人力不足被迫取消、學校
和辦 公室關閉、醫院不堪重負，供應鏈
被迫中斷等。受到疫情大爆發影響，許
多公司也開始再度要求員工 暫停返回辦

公室上班，比如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和 摩 根 大 通
(JPMorgan Chase & Co.)都採取這種謹
慎做法，鼓勵員工在新年伊始時恢復 居
家上班。

美國疫情急速升溫，也讓當局考慮
調整部分防疫指導 方針，以帶領國家度
過這波疫情。官員指出，雖然美 國疾病
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先前將檢測呈陽
性 的無症狀人員隔離時間縮短為 5 天
，接下來可能要求 上述人員必須等待採
檢結果轉陰，方可解除隔離。

疫情凌厲故之然令人擔心，然而美
國最高院日前最終裁決美國總統拜登強
制大型企業員工接種令被駁回的案件，
令我大為錯愕之後，頓生反感。事緣拜
登提出了一項針對國內大型企業員工，
必須強制接種新冠疫苗、及定期作病毒
檢測的政策。可惜在13 號當天，最高
法院的7 位法官們在進行近4個小時的

辯論之後，只有3位法官明確表示贊成
拜登的相關規定。其餘4 位官爺，依據
「美國國會沒有賦予美國職業安全與健
康管理局頒佈此類命令的權力」 為由，
最終駁回了拜登針對控制疫情的新政策
。

拜登聞之，搖頭嘆息，重新表示遺
憾， 他強調於去年九月下令所有擁有一
百人或以上員工的企業員工都必須接種
新冠疫苗，或是每周都要接受病毒檢測
，是一項真正挽救人民生命的做法，是
合理要求，是完全有基於科學與法律理
論的。想不到竟然被最高法院駁回，真
的是匪以所思，叫他大失所望。他只好
又再一次呼籲超過百人以上的美國企業
，自行制訂要求員工接種疫苗的要求 好
了。
回頭再看一下美國約翰斯 • 霍普金斯

大學於14日8時22分發佈的數據，美
國累計確診近 6400 萬例，累計死亡

846000例。26州疫情創新高！我要問
一下讀者諸君看到這裡，心驚膽顫嗎？
唯有自求多福、出門帶口罩，減少群聚
、加強體魄運動便是！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美國法院荒謬的判決美國法院荒謬的判決 楊楚楓楊楚楓

圖為觀音堂義工合影於素食分享會圖為觀音堂義工合影於素食分享會
上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觀音堂將在於觀音堂將在於22月月55日舉行二場免費結緣活動日舉行二場免費結緣活動
一在觀音堂停車場一在觀音堂停車場，，另一埸在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另一埸在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

圖為觀音堂義工合影於素食分享會圖為觀音堂義工合影於素食分享會
上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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