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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美國政府一項研究今天顯示，
由於氣候變遷的關係，預計到2050
年，美國沿岸海平面水位將上升1
英尺（約30公分），破壞性洪患
將比現今更為普遍。

法新社報導，海平面上升專門
報告（The Sea Level Rise Tech-
nical Report）結合驗潮站及衛星觀
測的結果，再加上政府間氣候變遷
問 題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氣候變遷模型，對未來100年的
情況做出預測。

這份報告更新了2017年的技
術報告，提供新的資訊，說明潮汐

、風、風暴驅使的水位，如何影響
目前對未來洪患風險的評估。

這份111頁的研究預測，美國
沿岸的海平面將於2020到2050年
間上升10到 12英吋（約25到 30
公分），這30年間海平面上升的
幅度將與1920到2020年這100年
間的幅度相同。

具體上升幅度會因地而異，主
要取決於陸地高度的變化。

白宮氣候顧問顧問麥卡錫
（Gina McCarthy）在新聞稿中說
： 「關於海平面上升的新數據，再
次證實氣候變遷的危機，誠如總統
所言，是紅色警戒。」

報告同時發現，即使沒有風暴
或豪大雨，海平面上升也會大大提
高沿海地區發生洪患的頻率。

現今每2到5年發生1次的中
度洪患，未來可能每年會發生好幾
次。

報告稱，從迄今看到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來看，2020到2100年間
海平面上升達2英尺（約60公分）
的可能性愈來愈大。

但若不抑制未來碳排量，海平
面將額外升高1.5到5英尺（約45
到150公分），使得到了世紀末，
海平面共會升高3.5到7英尺（約
106到210公分）

氣候變遷 美沿岸海平面30年內恐升30公分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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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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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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V studio i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to build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V Theatre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enter.

This theatre will use the ITC
International Pageant as the
audition stage. This mini theatre
will be equipped with
state-of-the-art lighting, a huge
LED screen and professional
cameras with editing personnel
to technically ensure that the
show will be televised and
streamed around the world.

The selection of Miss
International will be divided into
five continents, including Asian,
North America, Africa, Latin
America,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and Europe. We are
going to let them use the
international theatre and let the
experts teach them the
procedures and dance

performance routines.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diplomats and consul from
the Houston area along with 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will all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We are so proud and excited to
televise this special event
through all the social media
outlets to the entire world.

The Theatre Is Located At

Southern News Group World
Center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0202//1616//20222022

Houston International TVHouston International TV
Theatre Is About To DebutTheatre Is About To Debut

為了配合今年九月舉辦的美南環球國際小
姐選拔賽，美南電視攝影棚正在積極改裝成為
國際電視劇場，以展開國際小姐選拔的初選活
動。

國際劇場將設有大型之表演場地及伸展舞
臺，配合大型LED及專業燈光，並聘請多位
專業攝影剪接人員，現埸直播所有節目。

此次國際小姐選拔，將分為全球五大洲地
區，其中包括美洲、亞州、非洲、拉丁美州
、中南美洲、歐州六大州，將分別由各州代
表之團體及商會負責，依序在國際電視劇㘯進
行初賽，並請專家指導儀態、舞蹈表演。

市長特納和駐在休斯敦的各國外交總領事
及大商會及各族裔商會將參加各項籌備工作，
也藉此向全球推廣徳州及休斯敦之招商及觀光
旅遊活動。

我們非常興奮並感謝各界人士之支持，將

美南國際電視劇㘯正式開幕，為文化藝術之推
動盡份心力。

美南國際電視劇㘯之地址設在

美國德州休斯敦百利大道11122號
美南新聞媒體大樓內

美南環球劇坊將亮相登場美南環球劇坊將亮相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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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最近不斷營造烏克蘭緊
張的氣氛, 他和他的國安顧問蘇利文與國務
卿布林肯甚至不一次明確的說出2月16日
就是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日子, 所成烏克蘭
舉國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許多富商包機
逃離而去, 世界都在密切關注2月16日的烏
俄大戰。

但是時間從2月15日深夜23時59分
跳到2月16日凌晨……再到深夜最後一刻,
俄羅斯並沒有攻打烏克蘭, 烏克蘭與俄羅斯
依然楚河漢界,兵戎對峙。

拜登這一次的驚人預言並沒有成真, 他
說狼要來, 但狼卻沒來, 不過大家也不必過
於責難拜登, 畢竟在大家的認知中, 俄羅斯
這匹狼終究會來到烏克蘭境內, 只是不知道
哪一天會到而已，如果拜登先前沒有說出
來的話, 很可能2月16日就是狼闖入烏克蘭
的那一天!

烏克蘭已成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俄羅
斯在烏國邊境部屬的10 萬大軍, 只待普京
發號司令即將長驅直入碾碎烏克蘭土地, 儘
管拜登多次與普京熱線通話協商與談判, 試
圖以外交手段解決軍事危機, 拜登也向烏克

蘭總統澤倫斯基保證, 如俄羅斯入侵，美國
將果斷回應, 但顯然力道不夠果斷, 從種種
跡象顯示, 俄軍進犯城烏克蘭只是時機問題
罷了。

烏克蘭與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歷史淵
源, 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 烏克蘭才正式脫
離而獨立，所以烏克蘭本是蘇聯的一部分,
如從民族與國家情懷去思量, 俄羅斯再統一
烏克蘭是不可能的事, 但烏克蘭懷抱西方國
家勢力與北約組織，是俄羅斯無法容忍的,
所以普京一再強調: 俄與烏密不可分，絕非
西方與烏克蘭結盟可比擬的，這就是俄羅
斯堅決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原因, 一旦如
此, 將讓俄羅斯感到危機存在。當然從烏克
蘭立場來看, 加入北約等於是與俄羅斯劃清
界線, 可以發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蘇聯解體後，許多國家都經歷了美國
支持的“顏色革命”,但美國既沒有意願也
沒有能力向它們提供實質援助,這些國家大
多以悲劇收場,多年來，美國一直向烏克蘭
提供巨大的軍事援助，將其從頭到腳武器
化, 然而，它明確排除了為烏克蘭而戰的任
何可能性, 所以烏克蘭只能自求多福了。

西非國家布吉納法索軍事強人達米巴
（Paul-Henri Sandaogo Damiba）今天宣
誓就任總統，距離他領導軍事政變推翻民
選總統卡波雷僅過了3週。

在電視轉播的儀式中，達米巴在國家
最高憲法機構宣誓 「維護、尊重、維持和
捍衛憲法」 、國家法律，以及軍政府批准
的 「基本法」 。

達米巴身著迷彩服，頭戴紅色貝雷帽
，繫著布吉納法索國旗顏色的肩帶。

媒體在憲法委員會（Constitutional
Council）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內參加就職
儀式，現場沒有外國代表出席。

41歲的達米巴今年1月24日發動政變
罷黜總統卡波雷，卡波雷（Roch Kabore）
因沒能有效遏止伊斯蘭極端聖戰組織在國
內各地動亂引發民怨。

憲法委員會上週正式決定由達米巴擔
任總統、國家元首，以及武裝部隊最高司
令。

政變後三週 布吉納法索軍事強人宣誓就任總統

為評估地中海飲食對罹患失智的風險與認知能力變化之影響，雅典大學研究團隊針對超過1,000名以上
參與者的飲食習慣，進行逾3年的追蹤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飲食得分最低的人，最遵守地中海飲食的參
與者罹患失智的風險下降達72%。此外，地中海飲食為認知表現帶來的好處，足以抵銷因大腦老化而造成
的認知能力衰退。

這份研究已刊登在2021年6月份的《老年醫學會期刊》。現有文獻證實，均衡的營養或是特定模式，
可作為預防失智與認知能力下滑的潛在戰略。其中，地中海飲食是最為人所知的一種飲食法，能為認知能力
與預防失智帶來好處

地中海飲食為減少紅肉與精製食品，改以攝取大量的蔬菜、水果、堅果、種子、豆類、全穀物、健康油
脂(通常為橄欖油)，加上適量的魚類與禽肉。

它能改善腦部功能，降低失智風險、減緩認知能力的衰退，還能預防帕金森氏症。然而，現有針對地中
海飲食在失智症與認知能力的好處，缺乏足夠的縱向數據。

因此，為評估堅持地中海飲食的程度，會對罹患失智的風險與認知能力變化產生多大的影響，研究團隊
遴選1,046名64歲以上的參與者，進行平均3.1年飲食問卷與縱向追蹤研究。

所有的參與者平均年齡73.1歲，參與該研究時沒有罹患失智症。研究團隊透過飲食頻率問卷，對參與
者執行地中海飲食的程度，給予0至55分的評價。

此外，研究團隊透過臨床與神經心理學，評估參與者是否確診失智症；研究團隊還依據記憶、語言、注
意力速度、執行能力與視覺空間感知能力，評估參與者的認知表現。

結果發現，在平均3.1年的追蹤期間，總共有62人罹患失智症。與得分最低的人相比，地中海飲食評分
最高的參與者，罹患失智的風險下降72%。研究團隊還發現，地中海飲食的評分每增加10分，會以2年1
次的頻率為認知表現帶來好處，而這足以抵銷大腦每年因老化而造成的認知衰退。

研究團隊總結，執行地中海飲食愈徹底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就越小，最高下降達72%。此外，儘
管大腦老化會造成認知衰退，但地中海飲食帶來的好處，足以抵銷老化造成的衰退。

避免老化造成認知衰退降低失智風險達72％ 研究認證的飲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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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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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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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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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總統與歐洲理事會主席
通話討論烏安全局勢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通話，討

論烏安全局勢等問題。澤連斯基在通話中強調各方外交努力對于重啓和

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烏克蘭總統網站當天發布消息說，澤連斯基向米歇爾介紹了烏克蘭

安全局勢以及在現有談判模式下，尤其是“諾曼底模式”下，有關各方

爲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所采取的措施，強調各方外交努力對于重啓和平與

穩定的重要性。

他表示，烏方支持通過政治和外交方式解決衝突問題，但不會屈

從于挑釁行爲。烏方清楚所面臨的風險，並准備好應對一切可能的

情況。

澤連斯基強調，烏方不會改變其加入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歐盟應明

確烏入盟前景。

米歇爾表示，歐盟堅定支持烏主權和領土完整及其提出的“歐洲—

大西洋願景”計劃。

另據報道，米歇爾在通話結束後在社交媒體上說，他與澤連斯

基就烏最新局勢協調了立場。米歇爾對烏表示聲援，並聲稱，如果

俄羅斯發動“任何進一步軍事入侵”，歐盟都將以團結和堅定的態

度應對。

近期，俄烏關系持續緊張，雙方在兩國邊境地區部署了大

量軍事人員和武器裝備。美國、烏克蘭和北約聲稱俄羅斯在靠

近烏東部邊境地區集結重兵，有“入侵”之勢。俄方予以否認

，強調北約活動威脅俄邊境安全，俄方有權在境內調動部隊以

保衛領土。

加拿大多地示威持續
加美邊境口岸清場未果

綜合報導 盡管警方于 2月 12 日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對封堵大使橋

口岸的示威者及其車輛進行清場，但

這裏和渥太華等多地的示威活動仍未

結束。

自2月7日以來，示威者將加美之間

重要的物流通道之一、連接溫莎市與美

國底特律的大使橋堵塞。加美之間日均

大約四分之一、價值約3億加元的貨物

要從這座橋上通過。在衆多汽車制造業

廠商集體訴求下，安大略省高等法院一

名法官11日頒出禁令，禁止示威者繼續

封堵大使橋口岸。

警方 12日敦促大使橋的示威者合

法、和平地撤離現場，並組成隊形逼

退示威者。不少示威者駕車離開。一

些滯留的車輛被開具罰單並被拖走。

但午後又陸續有示威者抵達現場與警

方對峙。大使橋口岸當日未能重新開

放。

自1月底以來，來自加拿大全國各

地的卡車司機和其他人士組成的大批示

威人士，在首都渥太華及全國多地陸續

展開大規模持續集會示威，反對加政府

推行的新冠疫苗強制接種等公共防疫措

施。示威者及其車隊封堵國會山、城市

街道及多個邊境口岸，導致城市運轉和

通關物流嚴重受阻。由于供應鏈受阻，

汽車業廠商等企業的生産受到拖累，甚

至停産。

加聯邦及省級政府的耐心也逐漸喪

失。渥太華及安大略省已先後宣布進入

緊急狀態。安省省長警告違規者可能面

臨重罰和監禁。但目前看來，示威者及

其車隊並未被震懾住。

在渥太華，一些示威者于12日繼續

湧入渥太華。當地警方稱，有逾4000名

示威者聚集在市中心。一些抗議者拆掉

了國家戰爭紀念館的圍欄。加國防部長

、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和皇家軍團等均發

聲對此作出批評。

皇家騎警、省警和渥太華警方已組

建綜合指揮中心，以應對示威者對渥太

華市中心的“占領”行動。警方已逮捕

數十人，展開逾百項刑事調查。但面對

數量衆多的示威者，警方承認“執法能

力有限”。

在加西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素裏市

，一批赴美加邊境口岸抗議的示威者駕

車衝破了皇家騎警的路障。阿爾伯塔、

曼尼托巴省均有通往美國的過境口岸被

示威車隊持續封堵。

在多倫多、蒙特利爾和大西洋省

份的一些城市，12日均有示威抗議活

動。由于多倫多警方未雨綢缪，提前

對多處路段進行交通管制，當日並未出

現大批卡車進入市中心封堵的情況，但

仍有數百人在安大略省議會大樓一帶步

行示威。

持續示威、尤其是對加美邊境口岸

的封堵，正對兩國跨境經濟活動造成衝

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1日與美國總統

拜登通話時，雙方同意繼續密切協調，

以盡快終結這些“非法”行動。而在加

拿大國內，近來反對黨和執政自由黨內

部均有聲音批評特魯多政府未能有效解

決蔓延多地的持續示威活動，且對社會

造成撕裂。

雖然特魯多屢次表示不會向示威者

讓步，但近期加聯邦政府已透露，隨著

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病例減少，當局正

計劃調整旅行防疫限令。

為防範疫情傳播
希臘帕特雷市取消狂歡節大遊行

希臘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已

超214萬例，爲防範疫情，帕

特雷市長宣布該市將取消狂歡

節大遊行。同時，希臘兒科專

家提醒家長警惕新冠可能引發

兒童並發症的情況。

帕特雷取消狂歡節大遊行
希臘帕特雷市長佩萊蒂迪

斯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今年

的帕特雷狂歡節大遊行因爲疫

情的原因被取消，這將是帕特

雷連續第三年，在沒有

遊行的情況下慶祝狂歡

節。

幾天前，佩萊蒂迪

斯先生給希臘衛生部長

薩諾斯· 普萊夫裏斯寫

了一封信，提到最近幾

天大流行指標和城市汙

水分析都表明，帕特雷

仍然無法承受大量人群聚集的

大遊行活動帶來的後果。

佩萊蒂迪斯還表示，下周

帕特雷市政府將宣布今年狂歡

節的慶祝細節。

警惕新冠引發兒童並發症
希臘兒科傳染病教授兼政

府專家委員會成員瓦娜· 帕帕萬

傑洛表示，如果最近感染過新

冠病毒的孩子出現高燒，父母

應第一時間聯系醫生。

帕帕萬傑洛提醒父母注意

，高燒可能是與新冠病毒相關

的 兒 童 多 系 統 炎 症 綜 合 症

(MIS-C)引起的症狀，該症狀通

常在感染新冠後4-6周出現。

根據希臘兒科教授瑪麗亞·

索利亞的一項研究，截至2021

年底，希臘已有119名患有這

種綜合症的兒童住院。患者的

中位年齡爲8歲，20%的孩子住

進重症監護室，其中幾例還出

現了心肌炎和其他心髒並發症。

據悉，MIS-C是一種不同

身體部位可能發炎的病症，包

括心髒、肺、腎髒、大腦、皮

膚、眼睛或胃腸道器官。

專家還預計，奧密克戎變

異毒株可能會引起更多與這種

綜合征相關的病例。

當地時間2月11日晚，希臘

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17656例新冠患者，

目前累計確診2146798例。當日新

增死亡92例，累計死亡24609例。

研究：奧密克戎對未接種疫苗者的危險性
不亞於德爾塔

綜合報導 意大利麻醉和重症監護協會(Siaarti)主席賈拉塔諾(An-

tonino Giarratano)表示，正在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奧密克戎變異毒株

對未接種疫苗者的危險性不亞于德爾塔。。

據報道，目前，意大利重症監護病房近80%的患者爲奧密克戎感染

者，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接種疫苗。

此外，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有2528024名未滿19歲的青少

年和兒童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住院患者13632人，重症監護323人，死亡

44人。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2月12日發布疫情監測研究報告指出，意大

利未接種疫苗患者死亡率爲每10萬人有103人，是完成2劑疫苗不超過

120天感染者死亡率的9倍，是完成第三劑疫苗接種感染者死亡率的23

倍。

研究報告表示，意大利未接種疫苗感染者住院率爲每10萬居民399

人，是完成2劑疫苗接種不超過120天感染者的6倍，是完成第三劑疫苗

接種感染者的10倍。

研究還顯示，疫苗在預防感染方面，完成2劑疫苗接種後90天內，

疫苗預防感染的有效力爲64%，在91至120天內，預防感染的有效力爲

52%，在120天後有效力爲42%。在完成第三劑疫苗接種後，預防感染的

有效力則爲66%。

綜合報導 全球的奧密克戎病毒疫情

仍然十分嚴重，但是近期歐洲多個國家相

繼宣布全面取消防疫措施，逐漸實施“與

病毒共存”的政策。

數據顯示，全球每10萬居民感染人數

最高的國家均位于歐洲，但是歐洲的疫苗

接種率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歐洲，

61%的人口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65%的

人口則部分接種。而在全球範圍內，這兩

項數據則分別爲49%和58%。在這個背景

下，歐洲多個國家相繼宣布全面或大部分

取消防疫措施，公開實施“與病毒共存”

的群體免疫政策。

最早宣布全面取消防疫措施的是北歐

的丹麥和瑞典，二月初就取消了室外佩戴

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停止核酸檢

測和統計通報感染人數、取消感染人員強

制自我隔離等措施。

英國首相約翰遜近日也宣布，如果持

續出現穩定良好的的疫情數據，英國將會

在2月21日至24日解除所有疫情限制措施

，比原來提出的時間表提前了整整一個月

。約翰遜還表示將披露政府下一步“與病

毒共存”的詳細計劃。

芬蘭、挪威、法國、荷蘭、立陶宛、

愛爾蘭、捷克等多個

歐洲國家也將相繼取

消新冠防疫措施，其

中包括對歐盟內外國

家人員取消入境核酸

檢測規定，以及停止

使用疫苗通行證。

另外，歐洲多國

的政府和不少民衆還

認爲雖然奧密克戎感

染性極強，但是無論

是重症率、住院率和

死亡率都大幅下降，

因此已經把目前由奧

密克戎病毒主導的新冠疫情視爲是類似重

感冒的地方性流行病。

世衛組織和國際醫學界則有不同的看

法和態度。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警告

說，此時此刻任何國家在疫情面前無論是

妥協投降還是宣布勝利都爲時過早。

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邁克

爾· 瑞安表示，各國在取消防疫限制措施

方面，應該根據本國情況，按照自己的節

奏，以穩步、緩慢、漸進的方式解除限制

。可以借鑒別國經驗和做法，但不能盲目

跟風。

而從目前的整體情況來看，一些歐洲

國家試圖利用奧密克戎感染率高、重症率

死亡率低的特點，通過疫苗普及和自然感

染兩個途徑與方式，盡快實現全民群體免

疫與病毒共存的目標。

但是如果未來再次出現毒性更大致死

率更高的的新變種病毒，歐洲國家目前一

廂情願的全民群體免疫政策，極有可能瞬

間崩潰，一場規模更大的公共衛生危機也

將會在歐洲大陸有再次全面暴發的危險。

與病毒共存，歐洲多國全面取消防疫措施
世衛警告：為時過早，別盲目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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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儘管俄羅斯國防部周二說，部分軍隊在完
成軍演後，會從烏克蘭邊境撤軍，但美國總統
拜登在對全國發表的演說中指出，美國至今還
沒看到證據。而英國國防大臣華勒斯（Ben
Wallace）周三也說，他們正聽其言，觀其行
，但至今並沒有看到俄羅斯撤軍的任何證據。

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 News）和路
透16日報導，烏克蘭國防部說，入口網站正受
到空前的網攻，而網攻仍在持續。先前CNN新
聞網說，俄羅斯發動網攻，可能是準備採取攻
勢的跡象之一。

同時消息人士透露，憂心忡忡的美國官員
不但沒看到俄羅斯撤軍，反倒看到他們向前線
推進，甚至將醫療補給品運到射擊陣地。此外
，消息人士說，美國認為，如今俄羅斯有15萬

大軍在烏克蘭邊境，已做好一切必要準備，以
發動迅速殘酷的侵略。這也正是拜登政府官員
如今為何會公開說，俄羅斯 「隨時」 可能採取
行動的緣故。

ABC了解到，俄羅斯總統普丁告訴部隊，
16日前要準備好，但目前仍不清楚，他是否已
決定要攻打鄰國烏克蘭。克宮始終否認，有任
何侵略烏克蘭的計畫，並不斷指控美國 「歇斯
底里」 ，才會有增無減地發出迫切的警訊。

不過，消息人士說，美國認為，俄羅斯侵
略很可能會從電子戰展開，接著轟炸烏克蘭重
要的基礎設施，然後派特戰隊進入基輔，對烏
克蘭政府執行斬首行動，並從白俄羅斯調兵增
援，迅速在24—72小時內完成作戰任務。

英美打臉俄撤軍說 消息人士曝普丁16日恐快、狠開打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承認，若
美國和盟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實施制裁作為報
復，可能重大反衝美國經濟，包括物價可能上漲
，能源供應也可能中斷。

美聯社報導，拜登今天在白宮對持續上演的
烏克蘭危機發表談話，他說： 「美國人民明白捍
衛民主與自由，從來就不是沒有代價的…我不會
假裝這是沒有痛苦的。」

拜登指出，行政部門正積極與能源生產商和
貨運業者商討應急計畫，試著事先防止能源供應
的意外情況發生。並說他本人也會和國會協商
「額外措施來保護消費者，並解決汽油價格的衝

擊」 。

拜登今天同時表示，美國目前還無法證實俄
羅斯真的已自烏克蘭邊界撤走一部分軍隊。他說
，俄國侵略烏克蘭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拜登發表談話前數小時，俄羅斯宣布，在俄
烏邊界進行軍演的部分俄軍將開始返回基地。俄
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今天稍早表示，俄
方準備和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就
軍事透明化、飛彈部署限制和其他安全議題進行
會談。

但拜登仍對俄羅斯的意圖抱持懷疑態度，他
警告： 「如果俄國入侵烏克蘭，美國將號召全世
界起而反對俄國的侵略。」

拜登：捍衛烏克蘭自由 美國經濟恐付代價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今天宣
布將擴大它在亞洲的商業網絡，並在台灣、香
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新增4家子公司，拓展
亞洲醫療市場。

莫德納發布聲明說，公司持續擴大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以及未來
mRNA疫苗和療法的產銷規模之際，增設亞洲
駐點勢在必行。

聲明說，亞太地區是莫德納業務構成整體
所必需的一環，目前已在日本、韓國和澳洲設
有辦公室。

莫德納執行長班塞爾（Stephane Bancel
）說： 「2021年對莫德納來說是影響深遠的一
年，我很驕傲看到2022年持續成長，並擴大
亞洲駐點。歷經10年推廣開發mRNA平台，
我們已準備好在對抗全球COVID-19疫情中發
揮關鍵作用。」

班塞爾透過網路視訊接受 「南華早報」 訪
問時說， 「亞洲是非常重要的地區，有著全球

最令人振奮的人口結構和經濟成長。展望2022
年，我們視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
下一個自然成長要素。」

莫德納目前在全球12個市場有駐點，其
COVID-19疫苗也獲全球70多國批准使用，包
括加拿大、日本、歐洲聯盟、英國和以色列。

2021年，莫德納COVID-19疫苗全球運送
量達8.07億劑，其中約25%送至中、低收入
國家。2022年預料將在全球交付價值185億美
元的訂單。

班塞爾表示，他預料人們必須與新型冠狀
病毒共存，而莫德納正在研發一款每度施打的
「泛呼吸道」 疫苗，一舉鎖定COVID-19、流

感與呼吸道融合病毒（RSV），預估最快2023
年秋就能在一些國家取得批准。每年流感季開
始前、大約9月接種這款疫苗，有助降低住院
風險。

他說： 「這病毒不會消失…我們得與之共
存。」

莫德納擴大亞洲業務宣布將設台灣辦公室

烏克蘭今天表示，烏國國防部、武裝部隊及
2家國營銀行網站遭受可能來自俄羅斯的網路攻
擊，網站目前雖已陸續恢復正常，不過美國表示
，美方和盟國正準備對此事做出回應。

路透社報導，基輔當局過去曾將類似行徑歸
咎莫斯科當局，且自從俄羅斯開始在烏俄邊境附
近集結超過10萬大軍以來，東西方之間緊張局
勢升高，西方國家擔心俄羅斯打算攻擊烏克蘭，
但俄羅斯極力否認。

烏克蘭當局今天通報的網攻類型稱為DDoS
（分散式阻斷服務），不過攻擊規模無法立刻得
知。

法新社報導，烏國最大兩家金融機構烏克蘭
國家儲蓄銀行（Oschadbank）和普里瓦銀行
（Privatbank）也遭受波及，兩家銀行今天稍後
均已恢復服務。

國防部網站起初顯示 「正在進行技術維護」
的錯誤訊息，武裝部隊網站則跳出無法連線的訊
息，不過後來也恢復正常。

烏克蘭文化和資訊政策部轄下的 「戰略通訊
和資訊安全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Com-
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透過聲
明表示： 「不排除侵略者利用骯髒的小伎倆，因
為其侵略計畫並未以大規模方式執行。」

白宮今天表示獲悉烏克蘭遭遇多起網攻，且
已向基輔提供支援，以調查及因應阻斷服務攻擊
事件。

美國和歐洲官員今天都說，美國和其盟邦正
準備回應俄羅斯發動網攻一事，報復行動的範圍
或制裁將視網攻的嚴重程度而定。

美國總統拜登向媒體表示，華府正在和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盟國及其他夥伴密切合
作，要擴大防禦網路空間的威脅。

美、歐官員在要求匿名的情況下表示，西方
資安專家認為烏克蘭網站遭駭一事是由俄羅斯執
行，這並不令人意外。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並未立即回應路
透社的置評請求。

烏克蘭國防部、銀行網站遭駭 美稱準備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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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徵三千伙公屋作隔離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爆未停，15日新增1,619宗確診個案，初步
確診高達5,400宗，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宗數超
過1.4萬宗，超越過去四波疫情的總和。其中，3
歲染疫女童15日病情急轉直下，最終不治，使
今波疫情累計兩名幼童不治。面對每日確診宗數
以幾何級飊升，隔離設施不勝負荷。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15日表示，針對現時醫療及隔
離設施爆滿的問題，特區政府將徵用皇后山邨第
一座和第七座，以及荔景邨恒景樓的公屋單位用
作隔離設施，合共提供約3,000個隔離單位；同
時會與酒店業界展開探討，目標是徵用數千至一
萬間房作隔離用途，以及研究徵用大學學生宿
舍。另外，有消息指政府擬將灣仔會展改裝為社
區隔離設施。

3歲染疫女童不治
15日新增1,619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7名

患者病情危殆。其中，在兒童醫院留醫的3歲女
童15日不治，成為香港最年輕的新冠患者死亡
個案，是繼上周五一名4歲染疫男童猝死後第二
名不治的病童，也是今波疫情第13位離世者。

各區公立醫療系統也瀕臨崩潰，連日來大
批確診者未能入院，滯留社區，甚或到急症室輪
候數天都未能上病房，香港文匯報記者15日直
擊明愛醫院及博愛醫院“逼爆”，院方在空地架
開臨時病床安置患者。

針對現時醫療及隔離設施爆滿的問題，林
鄭月娥15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她重申
特區政府負起抗疫主體的責任，必定會堅定信
念，堅持抗疫意志，絕不放棄，努力按“動態清
零”目標應對疫情。特區政府會不斷優化、調整
抗疫策略和措施，實施時會盡量做到果斷與人性
化兼具。特區政府上下同心，不同政策局和部門
在這段時間都同心協力，聯同醫護人員、檢測人
員、承辦商以及義工等，組成一支堅實的抗疫團
隊。“在中央全力支援、政府上下同心和市民全
力配合之下，我們要繼續打這場抗疫戰，向病毒
投降不是一個選項。”

她強調，特區政府原則上不反對全民檢
測，但認為當檢測能力有限時，應聚焦在成效較
高的地方，例如強檢有確診個案的大廈，圍封檢
測污水呈陽性的大廈等，如此更具策略性。

研徵用灣仔會展中心
她承認，面對大量新增個案，香港抗疫工

作最大的樽頸是隔離和治療設施短缺，以及一些
所需配套。在特區政府努力物色之下，現決定將
已落成的公共屋邨改為隔離設施，會徵用皇后山

邨第一座和第七座，以及荔景邨恒景樓，合共可
提供3,000多個單位，若以家庭為單位安排入
住，相信可容納多於3,000人，疫情爆發初期，
政府亦曾採用類似辦法徵用駿洋邨。
她續指，除徵用新建屋邨外，政府同時將

使用更多整幢酒店作為隔離設施，並會與酒店業
界共同制訂一個可以提供數千至一萬個酒店房間
的方案。同時，政府研究徵用大學學生宿舍。
至於早前公布特區政府希望由中央協助建

設一個社區隔離或治療設施，林鄭月娥指，暫未
有詳細的情況可供匯報，但有關籌備工作正在進
行中。但有消息指，發展局有意徵用灣仔會議展
覽中心作為社區隔離設施，獲得持份者的正面回
應。

已購逾1億套快速測試包
林鄭月娥又指，快速抗原測試包採購有成

效，估計每日要動用100萬套，特區政府已落實
採購逾1億套，即日起陸續先向院舍工作人員派
發，讓他們做到一日一檢。
另外，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激增，大量患者

留家苦等送院消息，他們一旦病情有變也苦無求
醫渠道，故醫管局設立7間指定診所，將於今日
開始運作為病情輕微的確診者提供治療，或者將
病情惡化的患者送院。至於患者的求醫交通工
具，香港特區政府已聯絡的士業界籌備成立“抗
疫的士”車隊負責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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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港抗擊第五波疫情作重要指示 委託韓正轉達關注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第五波新

冠肺炎疫情牽動着習近平總書記的

心。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支援香

港抗擊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並委託韓正副總理向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轉達對香港疫情

的高度關注和對香港市民的親切關

懷，強調香港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

主體責任，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

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

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

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

定。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

支持和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做好防疫

抗疫工作。

控疫壓倒一切 中央全力援港
習
近
平
：

韓正副總理批示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各有關方
面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

神，並指示中央有關部門和廣東省抓緊解決特區
政府提出的提升香港核酸檢測能力、支援快速抗
原檢測包等醫療物資、援建社區隔離和治療設

施、保障鮮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應、選派防疫
專家赴港指導等請求事項。

中央粵港組三方工作協調機制
中央還決定，成立由國務院港澳辦和國家衞

健委牽頭，中央有關部門和有關專家、廣東省及
特區政府三方共同組成的工作協調機制，加大有
關工作統籌協調力度。據悉，廣東省委省政府近
日也專門召開會議，就落實支援香港抗疫和保障
對港物資供應等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要求特區政府做到
三個“一切”兩個“確保”
◆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
切的任務

◆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
健康

◆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盧博）香港特
區政府徵用作社區隔離設施的粉嶺皇后山邨第
一及第七座（即皇溢樓及皇澄樓），其中皇溢
樓已預派入伙信，附近其他座數大廈也已陸續
有居民入伙，對於該邨日後會接收確診者，有
居民表示疫情嚴重，這是無辦法中的辦法，也
有居民表示香港正需要齊心抗疫，不介意與確
診者同邨，“相信政府會做好防疫。”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15日在社交網站對特區
政府擬徵用皇后山邨事宜表示關注，他指皇溢
樓已派出入伙信，部分人亦獲派匙並入住，今
次政府的計劃，令原本計劃入伙的居民失預
算，希望政府做好配套，將居民的影響減至最
低。房屋委員會委員兼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
15日表示，相信政府有關徵用決定屬無奈之
舉，料是未能找到其他適合地點。他建議，政

府考慮參考早前徵用駿洋邨時的做法，向受影
響的準住戶發放津貼，並在結束用途後盡快交
還單位。

因應行政長官指會研究以大學學生宿舍用
作隔離設施，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等15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指，
正勸喻宿生自願遷出，惟因宿舍仍有包括外地
學生等人留宿，現階段未有足夠空間。亦有大
學表明，支持當局研究可行和有效的抗疫措
施，校方會因應校園運作的具體情況，研究相
關建議的可行性。

港府徵公屋 居民多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15日香港
新增 1,619 宗確診個案，是 14 日公布的
4,500宗初確個案的約三成多。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承認，由於病毒
檢測能力不足，每日有兩成半初步確診個案
未能在24小時內經政府化驗所完成覆檢，
以致每日公布的確診數字未能反映疫情實
況，故衞生防護中心將不再覆檢醫管局化驗
的初確樣本，直接列為確診個案。多名專家
指出香港檢測能力滯後，相信目前每天香港
社區的感染人數多達六七千人。

張竹君於15日疫情記者會上公布，15
日確診1,619宗，初步確診個案為5,400宗。
初步確診個案一般需經政府化驗所覆檢後，
才列為確診個案，但近日大量初步確診個案
湧現，已超出化驗所檢測能力，前天逾
4,500宗初步確診個案仍等待覆檢確定。張
竹君透露，每日大約75%初確樣本能在24
小時內，在政府化驗所完成覆檢，卻有兩成
半個案滯後，“15日的5,400多宗初確個
案，一部分樣本是未送到，化驗所暫時有
4,000多個樣本，大部分為14日送到的，惟
有 650 多宗 13 日的樣本未能於 14 日確
診。”

醫局初確個案直接列確診
她強調，政府已抽調人手、加長工作時

間以應付需求，但仍難避免滯後情況，故已
與醫管局協調，醫管局檢驗的初確樣本不再
送到化驗所，直接列為確診個案，她透露醫
管局每日有500個至 1,000個樣本送來覆
檢，過去的情況顯示醫管局化驗的準確度
高，相信出現“假陽性”風險低。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15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衞生署每日公布的
確診數字或滯後三四天，無法真實反映病毒
在社區傳播的情況，建議經其他檢測承辦商
及公立醫院進行的核酸檢測呈陽個案，也直
接界定為確診，不需經衞生署覆檢，以盡快
將訊息告知市民。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助理教授郭健安表示，現時實際感染新冠病
毒人數，有機會遠高於政府公布的確診數
字，估計每日或有六七千人染疫。

專
家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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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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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會通過270億撥款抗疫基金
特首：展現議員“急市民所急”指示各部門速落實計劃

香港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15日

以視像會議形式

舉行會議，審批

香港特區政府日前提出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資270億元

（港元，下同）的撥款申請，經過約四個半小時討論，財

會最終以舉手投票的方式通過撥款申請。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隨後發聲明，感謝財會迅速通過撥款申請，認為這展現

議員“急市民所急”，並充分發揮行政立法機關共同合作

為市民做實事的精神。她表示，得悉不少議員希望每項計

劃的申請應快速和寬鬆，已要求各執行部門認真考慮議員

意見令支援更到位，並已指示各相關政府部門盡快落實各

項支援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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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政府聽取立法會議員和工會意見，在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首次推出一萬元（港元，
下同）臨時失業支援。多名議員15日在財會
表示，希望簡化申請程序及盡快審批。特區政
府代表指，相關支援申請手續簡單，會盡量透
過網上申請。

工聯會郭偉强關注自由工作者除了強積金
和報稅外，是否可以其他方式證明失業。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玲回應表
示，保證失業援助金的申請手續簡單，要求申
請人作出聲明也會是特區政府採納的方向。她
希望最快在3月中至3月底就可以推出，特區
政府會壓縮申請流程，使程序盡量簡單。

黃國指失業援助金門檻高
工聯會黃國認為，政府提出的失業援助金

門檻相當高，需要失業達一個月，又質疑該計
劃涉款30億元，即惠及30萬人，需要香港失

業率升至12%，才可用足30億元，他詢問特
區政府會否擴大援助至開工不足的人士，或延
長申請期限。

對此，何珮玲指，政府是基於最差的情況
作出預算，強調失業援助金一定要集中幫助失
業者，表示特區政府會以其他渠道協助開工不
足或放無薪假的人。她不同意失業援助金門檻
高，強調只要在申請前失業一個月便符合申請
資格。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關心失業援助方面，
家庭總收入可否彈性處理。何珮玲表示，門檻
上願意從寬處理。

新民黨李梓敬則擔心一些自由工作者沒有
強積金戶口，無法受惠於臨時失業支援。何珮
玲回應表示，自由工作者如要申請，希望大部
分人都可用強積金戶口紀錄作為核實，即使沒
有戶口，政府也會有安排，可照樣處理有關申
請，民政事務總署亦會聘請兩間非政府機構審
核沒有強積金戶口人士的申請。

抗疫失業金最快下月中推出

特區政府日前向財會提交文件，申請向“防疫
抗疫基金”注資270億元，以推出共48項第

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其中扣除應急備用款
項，超過六成款項將直接發放予個人，支援受疫
情和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行業及人士。

是次財會會議原本由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出席，不過由於他的家傭初步確診，李家超須居
家檢疫，改由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回答議員提問。

料助6.7萬商戶75萬人渡難關
邱騰華15日於財會開場發言時表示，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有5個特點：首先，特區
政府以最短時間迅速制訂支援方案，各部門在短
短兩個多星期內便敲定整體建議，並尋求財會注
資；第二，今輪基金的數額和力度其實相當大，
直接受到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處所獲得的資
助金額會比第五輪時多一倍；第三，第六輪基金
盡可能顧及一些雖然未被停業但同樣受收緊社交

距離措施影響的行業；第四，政府聽取立法會議
員和工會的意見，首次推出臨時失業援助；最
後，特區政府亦特別感謝和體恤站在防疫最前線
的工作人員和面對較高暴露風險的特定群組，會
向他們發放津貼。

他預料這一輪的基金能夠幫助約6.7萬個商戶
和75萬人應付難關，協助企業保留職位，使香港
的經濟保持活力。

議員盼臨時失業支援可降門檻
多名立法會議員在財會審議是項撥款時，關

注首次推出的臨時失業支援，希望是項支援可降
低門檻，並建議政府在失業援助方面，彈性處理
家庭總收入（見另稿），而不少議員亦關注開工
不足、居家治療的輕症或無徵狀新冠肺炎確診者
等，於是次基金中不能受惠的人士（見表）。

林鄭月娥15日在財會後發聲明表示，第六輪
基金既以過去多項措施為藍本，亦盡可能涵蓋早
前未能受惠的行業和個人，目標是以最簡單快捷

的方式，提供具針對性的支援。

林鄭盼盡力做到“補漏拾遺”
她指出，在規劃過程中，特區政府認真參考

了立法會議員和業界的意見，盡力做到“補漏拾
遺”。

她衷心感謝財會經過約四個半小時討論後迅
速通過共270億元的第六輪基金撥款申請，展現
議員“急市民所急”，並充分發揮行政立法機關
共同合作為市民做實事的精神。

她得悉不少議員在發言中都希望每項計劃的
申請應快速和寬鬆，已要求各執行部門認真考慮
議員意見令支援更到位，並已指示各相關政府部
門盡快落實各項支援計劃。

香港食環署15日晚表示，將於第六輪“防疫
抗疫基金”下繼續推出餐飲處所資助計劃、美食
廣場資助計劃、商營浴室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及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下星期一起
至下月21日接受申請。

議員質詢精要
傳遞民聲

●民建聯陳恒鑌：希望政府可考慮資助的士
司機每個月2,000港元，兩間巴士公司經
營狀況非常差，是否可提升資助金額？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今次有資助的
士司機燃油補貼，減低他們運營成本，相信會
對經營狀況有所改善。其他方面的建議亦有聽
到市民的聲音，希望未來會得到優化。

●民建聯陳克勤：燒烤場及回收場等在疫情
期間都受到嚴重影響，此輪基金遺漏了這
些人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楊碧筠：燒烤場如果
不是領食肆牌照，將未能受惠。

●金融界陳振英：許多髮型師是自僱人士，
以拆賬方式與髮型屋合作，特區政府是否
考慮為這類型從業員提供資助？

◆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人力資源規劃及扶
貧統籌處處長關婉儀：今次基金的原則是
“快”，所以沿用以往對業界的支援模式，
其他處所會整體再審視，若從業員相關情
況會繼續持續，未來會再考慮。

議員獻策
●選委會界別陳凱欣：特區政府是否會提供
幫助，約業主或地產商商議減免租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過去兩
年，行政長官及各政策局在範圍許可的情
況下都會盡量向業主傳達減免租金的信
息，希望大家共渡時艱，而特區政府作為
業主時，許多租金都已經減免，這個信息
會繼續與其他業界分享。

●選委會界別洪雯：特區政府應增撥資源，
支援輕症或無徵狀患者居家治療。香港疫
情傳播迅速，醫療系統已超出負荷，政府
應因時制宜，設有“Plan B”，為居家治療
提供指引，教育大眾分辨輕症和重症。其
中一個指標是血氧濃度，建議政府向每戶
提供一部血氧機和輕症藥包，預計涉款約
3億至5億港元。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目前的確有確
診者在家等候入隔離設施，但根據“動態
清零”目標，會盡快將所有確診者送入隔
離設施。

●選委會界別譚岳衡：有必要前瞻性考慮從
創新方面對零售業進行支持，例如推出“零
售業電商補貼方案”。因為疫情以後，零售
的模式會發生改變，要給開拓電子商務平台
的零售商店，尤其是中小企，提供補助，協
助他們轉型、進而可以加速香港的零售業數
字化發展，也促進電商市場的發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對於特困
的行業，直接影響的行業，會優先支援，
因此未必每一個行業都能一模一樣得到補
助，沒有辦法盡如人意。我同意有些行
業，譬如零售可以用電子商貿、轉型升級
的方式去支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成員15日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於第六輪“防疫抗
疫基金”中，直接資助受影響飲食業僱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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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快 檢 測
坐落在馬鞍山體育館內搭建而成的“火眼實驗

室”，於15日開始投入服務，預計每日檢測數
量將有望進一步提升。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疫情
嚴峻，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向中央請求支援，中
央也即時作出積極正面回應，令港人看到戰勝
疫情的希望，惟英國《金融時報》、彭博等外
媒卻說三道四，大肆抹黑。

多名立法會議員1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批評，外媒有關言論的真正目的是要抹
黑“一國兩制”，他們強調香港與國家是命
運共同體，香港用好用足內地支援抗疫，正
是體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相信在中

央的支援下，可以令香港早日走出疫情陰
霾。

陳克勤：外媒說法無中生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批評，西方媒

體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極不負責任。
他指出，香港近日確診數字急升，醫療

系統、隔離設施、防疫物資等已不勝負荷，特
區政府不能再單獨處理，需要中央支援，今次
中央政府傾力援助，除體現對香港的關心之

外，亦是在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劉業強：西方抹黑圖造恐慌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劉業強批評，《金融

時報》等西方媒體抹黑中央對香港的支援，真
正目的是抹黑“一國兩制”，企圖阻撓相關制
度所發揮的優勢，企圖製造恐慌，影響國際社
會對香港的觀感。

事實上，目前香港應對今輪的疫情遇到
困難，醫療配套設施跟不上，中央給予香港無

私及無限的支援，是愛惜港人的重要舉措。

陳祖恒斥煽惑市民不滿情緒
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批評，

西方媒體試圖抹黑中央對香港的抗疫援助，極
力煽惑市民的不滿情緒，製造社會恐慌，其司
馬昭之心，路人可見，正是要破壞香港抗疫工
作，抹黑“一國兩制”，企圖分化內地與香港
的緊密聯繫，傷害兩地人民感情，做法令人厭
惡及唾棄。

議員：中央和內地援港抗疫體現“一國兩制”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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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世界多地龙腾虎跃

春节期间，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满满的中国元素。
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龙腾狮跃，庆祝虎年春节，向

沿街商家拜年，献上新春祝福，吸引了许多法国民众围观。当
地时间 2 月 6 日，香榭丽舍大街限制机动车通行，舞龙舞狮的队
伍得以走上香街，舞龙者直接在凯旋门前表演。这是 2004 年中
法建交 40 周年中国春节香街大游行后，首次在巴黎最重要的标
志性街道上举行舞龙舞狮庆春节活动。

在美国，当地时间2月8日，美国白宫公共事务办公室与亚太
裔美国人倡议以线上方式共同举办 2022 年中国农历新春庆祝活
动。包括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
内的多位亚裔高级官员，为大家送上了虎年新春的美好祝福。

在马耳他，当地时间 2 月 6 日，位于桑塔露琪亚市的中国古
典园林“静园”里，锣鼓阵阵，舞龙舞狮翻腾跳跃，一片欢声
笑语，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共庆农历虎年新春。在舞龙表演开
始之前，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于敦海和桑塔露琪亚市市长查梅茵·
圣约翰用毛笔为金龙点睛，金龙顿时“精神抖擞”，欢快舞动，
传达出浓浓的年味和美好的祝愿。

北京冬奥会无疑是虎年春节最受关注的盛事之一。
在巴西，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和巴西冰上运动联合会在圣

保罗隆重举行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 天庆祝活动暨“冬奥之家”
启用仪式。

在苏里南，中国春节是法定假日。恰逢北京冬奥会开幕，
苏里南总统单多吉祝福北京冬奥会，苏里南民众与华侨华人也
纷纷送出祝福。

在德国，曼海姆市前第一副市长艾格尔、中国男足前外籍
主教练施拉普纳，黑森州政府办公厅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博喜

文，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大批中国人的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
拉贝以及莱法州德中友协主席鲍里斯伯爵夫人和莱法州—福建
友好省州促进会主席鲍里斯伯爵等德国友人，纷纷表达对北京
冬奥会的真挚祝福。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

虎年春节活动与北京冬奥会元素在世界各地“开花”，离不
开海外华侨华人的倾心尽力。

春节期间，在毛里求斯的各大购物中心，一场场小型“庙
会”轮番上演。有 75 岁的老奶奶给大家讲述中国的生肖故事，
有 14 岁的少年演唱中国歌曲，有人拉二胡，有人表演书法，还
有人负责教打麻将。“今年因为疫情无法表演舞龙舞狮，不过，
我们的活动依然很有意思。比如，有人过来了，我们会询问他
的出生年份，然后告诉他，他的生肖是什么，这个生肖有哪些
性格特点。我们还会鼓励他取个中文名字，然后把他的名字用毛
笔写在红纸上。旁边就有生肖剪纸，他可以买一个带回家，挂在
房间里，带来好运。他还可以坐下来喝杯茶，吃茶点，临走还能获
赠一个小茶包。”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林海岩的声音中都
带着笑意，“活动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会问我，孩子在哪里可以
学中文、学中华文化？这样的活动能走进他们心里。”

作为巴西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团长，李青霞的春节日程安排
得满满的。“1 月 24 日，华星艺术团表演了表现北京冬奥会主题
曲 《一起向未来》 的舞蹈、歌曲 《北京欢迎你》《我爱你中

国》、舞蹈 《茉莉花开》 和 《咏春》、太极拳扇剑表演以及武术
表演等节目。2 月 5 日，在华星艺术团大厅，应巴西朋友要求，
我们和 YESHAN 中国联合举办了‘2022 农历新春中巴两地联欢
会’。华星艺术团的演员们向大家展示了中华舞狮、武术、中华
传统舞蹈、二胡独奏、琵琶独奏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节目，还
有巴西歌曲独唱和叶培金老师的书法展示。2 月 8 日，圣保罗侨
团举办 2022 巴西华侨华人虎年线上春晚，我负责整个晚会节目
的汇集编辑。巴西冰上运动联合会还邀请我们华星参加 12 日和
19 日的冬奥相关活动。”

在德国生活了 32 年的王文，这个春节也很忙碌。“中国两
次申奥成功，海外华侨华人作出了很多贡献。为了迎接北京冬
奥会，也为了记住海外华侨华人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我做了一
个纪录片，在春节期间放到了社交平台上。做这个纪录片不容
易，时间跨度 20 年，信息量超大，这两年又受到疫情限制，有
不少遗憾。我们从 2019 年开始寻找当年参加过申奥活动的海外
华侨华人，2021 年春天开始拍摄。在采访过程中，我常常被感
动得眼泪直流。所以，虽然水平有限，但我一定要把纪录片做
出来。终于，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前几天，视频完成，开始在

社交平台上播放。”王文说，“我还参与了 3 个春节联欢会：为
茉莉花艺术团录制视频、帮华茵中文学校春晚串词拍摄、为法
兰克福华人社区春晚拍了一个剪纸贴窗花和糊灯笼的节目。德
国没有剪纸用的那种软软的红纸，我只能用硬一些的纸剪了个
大大的‘春’字，展开后是 4 个‘春’字，共同组成一个圆
形，象征团团圆圆。”

用心分享引发共鸣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润物无声的耐心。往往不知不
觉间，文化的共鸣就产生了。“2017 年到 2020 年，我们连续 4 年
在春节期间到圣保罗的街上进行‘快闪’。中国的歌曲、舞蹈、
旗袍秀、武术等吸引很多人驻足。2020 年，我们和巴西一个桑
巴学校联手参加狂欢节的舞蹈比赛。节目主题是‘中国梦’，华
星艺术团的 6 位女演员和桑巴学校的 6 位男演员组成第一方阵，
用巴西音乐跳中国舞，女演员穿着茉莉花开的服装，拿着茉莉
花伞，男演员穿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拿着响扇。最终，12 个人的表
演拿到了满分。”李青霞说，“今年，巴西的一家中介公司主动找
到我们，希望一起搞一次联欢。这家公司的名字直译过来就是

‘爱中国’。”
疫情虽然带来了诸多限制，但是文化交流并没有停止。“我

觉得，这两年疫情对于我们推广中华文化反而是个很好的时
机。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希望改变，想要一个新世界，所以他
们会对你的文化更加好奇。相比前些年，我们这两年的文化推
广效果更好。”林海岩说，“其实，有时候推广文化并不需要很
多钱，需要的是你站出来用心做。今年，我们做这个‘庙会’
的团队总共四五十人，年龄最大的 75 岁，最小的 14 岁。大家都
是志愿者，无偿付出。我们一个周末最少 4 场活动，真的很
累。不过，所有人在活动中都保持着笑容，每一次都当成第一
次，充满热情。因为大家都爱中国，爱中华文化，都在用心分享
自己的文化。”

“我这个纪录片约 40 分钟，在社交平台上能有现在的点击量
和转发量，我很知足了。接下来，我会把冬奥部分再加强完善一
下，然后加上英语和德语解说，扩大在社交平台的传播。之后，我
希望能参加各大电影节中的短片和纪录片角逐，扩大影响力。”
王文说，“做这个事情，我没考虑成本。作为海外华人，我亲历了

‘双奥’的申请，自己又是北京人，深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而自
豪。做这个片子，意义大过盈利。因为我觉得，在海外，用自己和
身边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故事，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的美，这样
的中国故事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

“2 月 20 日，我们会在唐人街艺术中心举行活动，邀请当地
政要一起观看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林海岩笑言，“只是可惜
没法实现‘一人一墩’。”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办“庙会”、拍视频、排节目、看冬奥……

海外侨胞利用春节展示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张 红

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无疑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节日。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春节不仅
是抒发思乡爱国之情的日子，也是身体力行讲
述中国故事的最好节点。虎年春节，适逢北京
冬奥会，这丰富了海外华侨华人心中的中国故
事。在他们的讲述中，一个可亲可敬又现代立
体的中国形象自然呈现。

侨 界 关 注

巴西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在“2022农历新春
中巴两地联欢会”表演舞蹈。

2022巴西华侨华人虎年线上春晚中，唐韵
艺术团表演舞蹈《欢乐中国年》。

王文在拍摄申奥纪录片。

王文在家中贴自己剪的窗花。

毛里求斯“庙会”上，华人志愿者为当地人
书写中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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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將以普通話進行
講座日期：2022年3月3日
講座時間：上午10:00至上午11:00

（美西時間）
請在2022年3月1日（星期二）前，

回復是否參加本活動
關於活動

新冠后的繁榮復甦，由於奧密克戎
（Omicron）的出現再次被推遲了。隨著
需求超過供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
森預測中心預期美聯儲在2022年結束貨
幣寬鬆政策、提高利率，對抗通貨膨脹。

美國的複蘇會持續到新冠疫情的第三
年嗎？美聯儲會在什麼時候加息？而加息
的幅度又會是多少？貨幣收緊政策會阻礙
經濟增長和資產市場嗎？全球供應鏈現在
是什麼情況？供應中斷何時可以緩解？

本期講座，安德森預
測中心還將就以下內容進
行探討：
■ 美中貿易協定的履行情
況？會如何影響美中關係
？
■ 國際貿易的變化和趨勢
■ 中國在2022年的經濟
表現
■ 美國房地產和區域經濟
表現
■ 新冠疫情對商業房地產
的影響

本次講座將在Micro-
soft Teams平台上舉行。
主講人

俞偉雄博士目前是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
管理學院之經濟預測中心
的經濟學家。他於 1995
年獲得國立台灣大學金融
學本科學位，2006年獲得
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
位。

在經濟預測中心，他
專注於經濟建模，預測和
對中國經濟及其與美國經

濟關係的研究和預測。他的研究方向涉獵
廣泛的經濟和金融問題，如時間序列計量
經濟學、數據分析、房地產、力資本和創
新等。同時，俞博士還任職於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的安德森管理學院及語言中心，
教授商業預測、預測分析及數據分析等課
程。

俞博士在不同的國際經濟金融期刊上
發表過十多篇研究論文，並在洛杉磯時報
和其他報刊上發表專欄文章。他的論文曾
多次被海內外媒體引用，其中包括華爾街
日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報
刊，以及中國和韓國媒體。此外，他還受
邀作為演講嘉賓出席了Wilbur K. Woo 大
中華區商業會議和全國商業經濟協會等活
動。

國泰銀行經濟展望網絡講座
通貨膨脹、貨幣緊縮政策和供應鏈問題會破環經濟復甦嗎？

俞偉雄俞偉雄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經濟學家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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