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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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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2/19/2022

luke8327792838@gmail.com kim8329302788@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中央社）隨著Omicron大流行導致部分國
家確診人數激增，維持現行的14天隔離時間導
致包括醫療衛生在內的基層服務出現人力荒；對
此，世界衛生組織(WHO)17日宣布，為解決現
有隔離建議造成人力出現缺口，未來無症狀者無
需進行篩檢，隔離期就可由現行的14天縮短為
10天。

WHO聲明指出，隨著Omicron在全球迅速
蔓延，不但在多個國家造成確診人數激增，疫調
更超出當地政府能力負荷範圍。考量到追蹤確診
者接觸對象與嚴格實施14天隔離期，恐讓包括

醫療衛生在內的基本服務出現人力短缺，進而造
成服務中斷，各國勢必考慮更務實的做法。

因此，如果該人為無症狀者，隔離時間可由
14日縮短為10日；如果篩檢結果呈現陰性，則
可縮短為7天。縮短隔離期後的新指南，可望紓
緩因大流行而出現的人力缺口。

WHO在臨時新指南中還指出，如果無法利
用篩檢來縮短隔離時間，可用有無症狀來替代篩
檢。至於確診者接觸對象的追蹤，則優先鎖定感
染風險最高的族群，如醫護人員；或確診後有高
度風險轉為重症的人，如罹患潛在疾病與未接種

疫苗者。
事實上，包含丹麥、挪威等歐洲數個國家，

已取消大部分的新冠肺炎限制。在荷蘭，政府已
宣布2月底大多數的地方無須配戴口罩、維持社
交距離與健康認證；奧地利、瑞士與德國也取消
大多數新冠肺炎限制的計畫。

德國更公布一項3階段計畫，同意在數日內
取消接種疫苗或自病情中康復的人，進入室內會
議的限制。此外，對於進入非民生必須場所仍須
出示疫苗接種證明與陰性篩檢結果的規定，也將
結束；不過，仍須配戴口罩。

WHOWHO最新宣布最新宣布：：1414天隔離期可有條件縮短天隔離期可有條件縮短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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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New York’s Chinatown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apartment
of a murdered Chinese woman,

Christina Lee, on Monday to
mourn and express their fear for
the community.

Christina had come from New
Jersey and had been in the
apartment less than a year. A
suspect followed her to her
apartment and at approximately
4:30 am walked into a room and
stabbed her to death. Although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this
tragedy is related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it has brought yet
another great shock to the Asian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we have more
homeless people than ever
before, especially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Many of them
suffer from mental illness. Many
crimes are committed by them
and this has become a growing

social issue today.

We want to urge all in the Asian
community to be united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r
pers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for
those single women out on the
street that are often the target of
crime.

It is very regrettable to have to
say that the safety of our
community is such an urgent
matter. We must all meet the
challenge to secure our
community now.

The building owner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murdered Chinese
woman was such a sweet girl.

0202//1818//20222022

Another Tragedy In New YorkAnother Tragedy In New York

紐約華埠社區各界人士在週一
上午聚集裔遇害女子克利斯丁納李
的公寓前為她哀悼，並表達了對社
區治安敗壞的恐懼。

根據警察之報告， 警方在接
獲報案破門進入李女士隣近華埠之
公寓時， 發現死者身上40多處刀
傷而斷氣 ，行兇的兇手躲在床下
，當場被捕， 據稱他是跟隨李女
士強行進入公寓行兇 ，兇嫌二十
五歲的納什是名流浪漢，而且是前
科累累。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宗慘劇是
否和種族歧視有關， 但是對於華
人社區帶來了極大的震憾， 尤其
是在紐約華人最多的中國城。

近年來， 由于疫情帶來的経

濟治安之衝擊 ，無業遊民不斷增
加， 尤其是在東西兩岸之紐約 、
洛杉磯為最多 ，許多遊民都患有
嚴重的精神病， 他們隨地而安，
近來許多案子都是他們犯下的罪行
， 政府對他們也是束手無策。

我們要大力呼籲， 亞裔社區
要拿出具體辦法來求自保 ，並且
希望那些單身女子千萬要注意安全
， 尤其在夜晚和黑暗的街道上，
千萬不可單獨行動 ，這些暴徒視
亞裔婦女是最容易下手和欺負的群
體。

紐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四通八達的地下鐵和密密麻麻的
公寓， 都是犯罪的深淵， 我們在
此對李女士之遇害表示深切的哀 悼 ，值此疫情未停， 希望大家多 多保重 ，自求多福了。

又見華裔惨案又見華裔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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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儘管俄羅斯總統蒲亭矢言，要替烏
克蘭的俄語人口對抗他們受到的 「差別待遇」
；但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俄裔駕駛教練阿塔馬紐
克說，他並不想要被蒲亭 「拯救」。

法新社報導，烏克蘭有一群俄羅斯裔人口
，他們許多住在東南部工業地帶。自從2014年
烏克蘭爆發親歐洲聯盟（EU）革命運動，使得
基輔脫離莫斯科掌控後，蒲亭便執迷於當地俄
裔人口待遇議題。

蒲亭為了扭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後蘇聯時代的擴張趨勢，而派出10萬多人大
軍進駐烏克蘭邊界附近，烏克蘭俄裔民眾的處
境又受到更多關注。

被問到想不想被蒲亭拯救，48歲的俄裔烏
克蘭人阿塔馬紐克（Andriy Atamanyuk）操著俄
語說： 「絕不。這裡沒有人需要被拯救，沒有

歧視。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分析家和一些西方國家擔憂，蒲亭可能利

用語言議題和宣稱俄裔烏克蘭人受到歧視，作
為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的藉口。阿塔馬紐克
也這麼認為。

他說： 「那些關於語言的天方夜譚只是入
侵藉口。這裡完全沒有蒲亭想看到的情況。」

原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在前蘇聯
總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1989年擁抱民
主自由時，將官方語言改為烏克蘭語。2年後蘇
聯瓦解、引發的經濟混亂規模如此大，語言這
類政治敏感爭議在烏克蘭變成相對瑣碎議題，
而被擺在一旁。

等到 2014 年 3 月，俄羅斯併吞原屬烏克蘭
的克里米亞，約莫同時烏東又爆發莫斯科支持
的分離主義勢力叛亂，激起烏克蘭人愛國熱情

，並再度掀起過往的裂痕爭議。
當西方支持的烏克蘭政府開始公布法案，

要在電視上和街頭推廣烏克蘭語；克里姆林宮
也開始抱怨烏克蘭俄裔人口受到基輔迫害，指
控烏克蘭政府是美國的傀儡、新納粹主義分支
。

蒲亭本月稍早還氣沖沖指控，俄裔烏克蘭
人 「在他們實際的原生土地上，並未被承認是
原住民」。

根據烏克蘭最新規定，俄語出版品必須發
行烏克蘭語版，且發行量和內容必須相似，但
英語媒體卻不受規定限制，這點格外令蒲亭不
滿。

蒲亭去年 7 月因此發表 7000 字論文，標題
是 「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在歷史上同屬一體
」。幾個月後，莫斯科與西方的對峙便升溫。

根據論文的英文版本，蒲亭寫道： 「烏克
蘭要形成民族純粹、對俄羅斯具侵略性的國家
，後果等同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付我們。
」

外界普遍將這篇論文解讀為，蒲亭為何要
剝奪烏克蘭獨立性並置於克里姆林宮統治下的
決定性論點。

用俄語溝通的烏克蘭資訊科技（IT）創業
家暨慈善家烏特金（Yevgeniy Utkin）也擔憂，
任何加強推廣烏克蘭語的行動，都會被蒲亭利
用，讓俄羅斯官媒有更多理由砲轟基輔當局。

他說： 「在俄羅斯的混合戰爭中，語言只
不過是另一種子彈。有人正在我們的腦中發動
資訊戰。」

蒲亭入侵烏克蘭找藉口 迫害俄語也成理由

曼谷由來引熱議 Bangkok指河邊種滿橄欖的地方

(本報訊)烏克蘭、俄羅斯關係緊張，土耳其
觀光客取消或延後前往旅遊。與此同時，土耳
其地中海度假勝地安塔利亞旅遊業者現在更擔
心，若緊張升高，今年旅遊景氣恐受波及。

土耳其旅行社協會（TURSAB）主席埃爾
泰姆（Kemal Ertem）指出，土耳其觀光客現在
對烏、俄主要景點避而遠之。

「自由日報」（Hurriyet Daily News）報導

，埃爾泰姆說： 「年初約有7000人旅遊（烏克
蘭）基輔、利維夫（Lviv）和（俄羅斯）莫斯科
；2月則沒有土耳其旅客前往那些地點；原定3
月15日出的團要不取消，要不延後。」

他指出，烏克蘭旅遊對土耳其觀光客的吸
引力不受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衝擊，直到最近因為地緣政治情勢緊張才讓
他們卻步。過去一年到頭都有土耳其觀光客旅

遊烏克蘭， 「即使夏季也如此」、 「他們現在
則取消出遊或將行程延後」。

土耳其護照持有人入境烏克蘭享免簽證待
遇。

旅遊業者切倫（Murat Celen）表示，持續
的緊張情勢對觀光業造成打擊。前年12月到去
年2月間他對烏克蘭出團200人，去年12月以來
卻只有約75人。

土耳其南部度假勝地安塔利亞（Antalya）
的旅遊業者現在更擔心觀光景氣恐受烏、俄緊
張波及。

去年約有400萬俄羅斯、100萬烏克蘭觀光
客到訪安塔利亞。安塔利亞商工會（ATSO）會
長切廷（Davut Cetin）表示，去年兩國旅客數
年增164%，若緊張進一步升高，受到疫情衝擊
而仍在恢復中的安塔利亞旅遊業恐難倖免。

烏克蘭俄羅斯緊張 土耳其旅遊業者憂波及景氣

(本報訊)曼谷的英文正名新聞掀起熱烈討論，Bangkok的由
來也引起民眾興趣。有一種較為可靠的說法是Bangkok代表河邊
種滿橄欖的地方，另一種說法則是指靠近河邊的島。

泰國內閣15日通過泰國皇家學會（Office of the Royal Soci-
ety）的提案，將泰國首都曼谷的英文名稱從 Bangkok 正名為
Krung Thep Maha Nakhon，不過Bangkok仍然可以繼續使用，也
會被承認。

曼谷的英文Bangkok廣為外國人所知，2001年開始Bangkok
成為大曼谷區的英文名稱。但泰國人稱呼曼谷不使用Bangkok，
而是泰文發音的 Krung Thep Maha Nakhon，有些更簡短的則稱
Krung Thep。

曼谷正名的新聞在泰國引起熱烈討論，也讓大家開始探討
Bangkok 這個名字的由來。泰國公視（Thai PBS）報導指出，

Bang指的是靠近河岸的地區，曼谷不少地名有Bang的區域都靠
近昭批耶河（Chao Phraya River）。

Kok的由來則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kok代表的是Ma-
kok，也就是橄欖，Bangkok代表的就是靠近河邊種滿橄欖的區
域。

曼谷知名景點黎明寺（Wat Arun）的舊名就是Wat Makok，
黎明寺所在地、昭披耶河左岸的吞武里（Thonburi）就是Bang-
kok這個名字最早出現的區域，吞武里包含大曼谷（Bangkok Yai
）和小曼谷（Bangkok Noi）。

另一種說法則是kok代表的是koh，在泰文是島的意思，代
表的是曼谷有許多水道穿越，時間久了就從Bangkoh變成Bang-
kok。

Krung Thep Maha Nakhon則是泰王拉瑪一世（Rama I）建立

節基王朝（Chakri Dynasty）後開始在昭披耶河右岸建都，並將
首都定名為 Krung Thep Maha Nakhon，這是承襲自更早朝代大
城王朝的名字。

曼谷的泰文全名非常長，是Krungthepmahanakhon Amonrat-
tanakosin Mahintharayutthaya Mahadilokphop Noppharatratchathani-
burirom Udomratchaniwetmahasathan Amonphimanawatansathit
Sakkathattiyawitsanukamprasit。

曼谷的泰文全名反映泰國文化受到高棉和印度教文化的影響
，意思為 「天使之城，偉大之城，永恆的寶石之城，永不可摧的
因陀羅之城，世界上賦予9個寶石的宏偉首都，快樂之城，充滿
著像似統治轉世神之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宮，一座由因陀羅給予、
毗濕奴建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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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預測：
希臘2022年經濟增速為4.9%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近日發布冬季預測報告稱，預計希臘經濟在

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增速分別爲8.5%、4.9%和3.5%。

歐盟委員會表示，希臘的實際 GDP 在 2021 年第三季度增長了

2.7%。這反映了出口的強勁表現以及私人消費給經濟帶來的巨大貢獻

。此外，夏季旅遊業的良好複蘇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新冠疫情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同時工業部門也在強勁反彈。

報告還稱，受到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影響，政府實施的防疫措施會

影響2021年最後一季度的經濟增長，但預計隨著疫情好轉和防疫措施的

松動，其負面預計將在2022第一季度大幅降低。

總體而言，預計希臘2022年的經濟增長將由投資驅動，並將受益于

歐盟框架下的經濟複蘇和恢複計劃的支持。同時，隨著消費者支出水平

的逐漸恢複，私人消費也將爲經濟增長做出貢獻。而旅遊業也將會在今

年繼續良好複蘇。

受能源價格推動，預計電力和燃料價格將在2022年第一季度達到峰

值，並在2022年晚些時候回落。高昂的能源成本隨後將傳遞到消費鏈的

其余部分。

此外，這份報告還預計2022年和2023年希臘的總體通脹率分別爲

3.1%和1.1%。

意大利50歲綠通法令生效
疫苗接種成抗疫支柱措施

綜合報導 意大利衛生部長簽署法令規定，從2月15日開始，50歲

以上沒有綠色通行證的員工將不得進入工作場所。

根據法令，從2月 15日起，所有50歲或以上的公共或私營企業

雇員，進入工作場所均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康複證明。該法令

適用于意大利公民、外國移民和自由職業者，法令至少將持續到 6

月15日。

據悉，違者將處以 600歐元至 1500 歐元罰款，如果再次違規罰

款將翻倍，未能執行規則的雇主將被處以 400歐元至 1000歐元的罰

款。該規定適用于醫護人員、警察、教師、緊急服務等公職人員和

私營企業雇員。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表示，“我們必須嚴格要求50歲以上的人

獲得超級綠色通行證。我們對做出的選擇深信不疑，我們必須絕對

堅持下去。”

意大利衛生部科學顧問、國家高級衛生研究所所長14日在接受媒體

采訪時表示，綠色通行證和新冠疫苗接種將是抵禦新冠病毒的兩大支柱

措施。

他強調，新冠病毒不會消失，它將成爲我們已知疾病名單中的一員

，它比流感要嚴重得多。雖然新冠疫情曲線正在下降，但這不是疫情的

結束，新冠病毒仍在繼續傳播。目前意大利仍有500多萬人尚未接種新

冠疫苗，導致死亡病例居高不下。新冠病毒對于未接種疫苗的人仍然非

常可怕和危險。

自 2020年 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死亡病例已升至

151296例，死亡人數僅次于英國，是歐洲第二高，也是死亡率世界第八

高的國家。

歐盟推出60億歐元衛星互聯網項目
構建安全通信系統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發布聲明，歐

盟推出總成本約 60億歐元（約 432.39 億

元人民幣）的衛星互聯網項目，構建基

于空間的安全通信系統，2022年-2027年

將投入 24億歐元，資金來自公共部門和

私營部門。

聲明提到，衛星通信服務呈現出前所

未有的需求，而新技術進步對通信系統的

安全性提出了新要求，並導致低延遲解決

方案的出現。同時提到，由于巨型星座的

急劇增加，頻率和軌道資源不足，如果歐

盟層面不及時采取行動，也會危及歐盟産

業在關鍵技術和市場上的競爭力。

歐洲航天局局長約瑟夫· 阿施巴赫

（Josef Aschbacher）曾表示，馬斯克的

“星鏈”太大了，以至于監管機構或競爭

對手很難追趕上。“一個人擁有世界上一

半的現役衛星，這是相當驚人的。事實上

他正在制定規則。”他曾表示，頻率和軌

道位置方面將有更多限制，歐洲各國政府

應該有共同的利益，讓歐洲供應商有平等

的機會在公平的市場上競爭。

此次歐盟委員會提出基于空間的安全

通信系統將確保獲得全

球長期不間斷、具有安

全和成本效益的衛星通

信服務，支持保護對會

員國經濟、安全和國防

至關重要的關鍵基礎設

施、監督、外部行動、危

機管理和應用。

該系統允許私營部門

提供商業服務，使歐洲各

地的公民和企業能夠獲得

先進、可靠和快速的連接

，包括在通信盲區。該系統還將在具有

戰略利益的地理區域提供互聯互通，例

如非洲和北極。歐盟空間安全通信系統將

滿足不斷發展的需求，包括采用量子通信

技術。

聲明表示，這一舉措將進一步提升歐

盟空間生態系統競爭力，因爲新基礎設施

的開發將爲歐盟空間産業提供170億-240

億歐元的總附加值和更多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由于可重複使用火箭、小

衛星等的新發展，在軌衛星數量呈指數增

長，保護空間活動的生命力至關重要。因

此制定歐盟空間交通管理方法，其目標是

制定包括運營和立法的具體舉措，促進安

全穩定、可持續的空間利用，同時保持歐

盟戰略自主權和産業競爭力。

做法包括評估空間交通管理（Space

Traffic Management ，STM）民用和軍事需

求以及對歐盟的影響，加強識別和跟蹤航

天器和空間碎片的技術能力，制定適當的

規範和立法框架，建立STM國際夥伴關系

並多邊參與。

維珍銀河開賣“太空旅行”機票
45萬美元一張

綜合報導 太空旅遊公司維

珍銀河宣布，自2月16日起將

面向公衆開售太空飛行船票。

受此消息利好，美股維珍銀河

2月 15 日收漲 31.94%，創下 8

個月來單日最大漲幅。

維珍銀河在官網介紹稱，

“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條商業太

空航線，我們的目標是用太空

旅行將全世界的人們連接在一

起，感受愛、好奇和敬畏。”

維珍銀河提供的太空旅遊服務

時間總共

90 分鍾，

包括幾分

鍾脫離座

位的失重

，飛船將

在新墨西

哥州的美

國太空港

發射，乘

客在起飛

前將經曆

幾天的航

天飛行准備活動。

去年7月，維珍銀河創始

人理查德· 布蘭森成爲了史上第

一個搭乘自家飛船前往太空的

企業家，此後，維珍銀河的太

空船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購

買。維珍銀河太空旅行服務單

張機票的價格初始定爲25萬美

元，客戶包括好萊塢影星萊昂

納多、加拿大歌星賈斯汀· 比伯

以及已故英國物理學家斯蒂芬·

霍金等名流。

去年8月，該公司宣布將

機票價格提升至45萬美元，且

其中15萬美元必須以訂金形式

支付（其中2.5萬美元不能退還

），剩余部分則在乘客的航班

起飛前支付。該公司共提供三

種類型船票：單座、情侶、朋

友或家人的團體座位。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1

月，維珍銀河已售出100個價

值45萬美元的太空飛船座位。

2月15日，維珍銀河首席執行

官米歇爾· 科格萊齊爾表示：

“我們計劃在今年晚些時候開

啓商業服務，讓我們的首批

1000名客戶登上太空。”

貝殼財經記者注意到，維

珍銀河此次“提前”了太空旅

行機票的售賣時間。去年10月

，維珍銀河曾決定將其商業太

空旅行服務時間推遲到2022年

第四季度，並表示不會在今年

進行原計劃中的另一次試飛，

但自此之後，維珍銀河股價遭

受重創，相較決定發布前股價

最多下跌逾85%。

加寄宿學校舊址又現54座無標記墓穴
第一民族酋長：或有更多

綜合報導 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基西

庫斯第一民族（Keeseekoose First Nation

）宣布，他們在兩個寄宿學校舊址發現

了54座無標記墓穴。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月 16日

報道，這兩所寄宿學校分別是佩利堡寄

宿學校（Fort Pelly）和聖菲利普寄宿學

校(St. Philip)，二者都位于該第一民族擁

有的卡姆薩克鎮。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境

內北美洲印第安人原住民及其後代的統

稱。

搜索項目負責人泰德· 奎萬斯（Ted

Quewezance）表示，他們用探地雷達技

術證明，佩利堡寄宿學校的舊址內有42

座墓穴，聖菲利普寄宿學校的舊址內則

有12座墓穴。

奎萬斯表示，這一發現與寄宿學校

幸存者的證詞相符。

基西庫斯第一民族酋長李· 基切莫

尼亞（Lee Kitchemonia）坦言：“你所

知道的是，孩子們已經上學了，孩子

們再也沒有回來。我無法想象那些父

母和祖父母會是什麽感覺。我所知道

的是，這一定是一種沒有人能想象到

的痛苦。”

“這一發現爲更多的問題打開了大

門，那裏還有更多的墓穴嗎？”基切莫

尼亞補充說道，“我們不知道，我們仍

面臨困難。”

加拿大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C）表示，佩利堡寄宿學校于

1905 年開始運營，1913 年關閉，其校

長在1911年因醉酒並威脅學校人員而被

解雇。

聖菲利普寄宿學校于1928年開始運

營，1969 年關閉，該校普遍存在性虐待

和身體虐待問題。據悉，這兩所學校都

由天主教會管理。

該委員會還表示，佩利堡和聖菲

利普寄宿學校均有兩名學生死亡的記

錄。

自2021年春天以來，加拿大多個原

住民居住地發現了1100多個寄宿學校舊

址墓穴的證據。

當年5月，215具原住民兒童遺骸在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市一所原住

民寄宿學校舊址上被發現。6月，加拿大

薩斯喀徹溫省考維塞斯印第安人宣布，

他們在瑪麗瓦爾印第安寄宿學校舊址發

現了751個無標記的墓穴。

2022年 1月下旬，加拿大不列顛哥

倫比亞省威廉姆斯湖原住民宣布，他們

在寄宿學校舊址聖約瑟夫教堂的場地上

發現了93個無標記墓穴。

據BBC報道，1874年至1996年間，

加拿大開辦了130多所寄宿學校。在此

期間，約有15萬名原住民、梅蒂和因紐

特兒童被帶離家庭，並被安置在這些學

校。

BBC刊文指出，這些政府資助的強

制性寄宿學校是旨在同化土著兒童和摧

毀土著文化和語言。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C）于2015年發布報告，表示加拿

大的寄宿學校系統相當于"種族文化滅

絕"（cultural genocide）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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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軍事新聞網站 「任務與目的」（Task & Pur-
pose）表示，雖然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獨特的愚蠢規定，但在追
求嚴格紀律的軍隊中，特別容易出現讓人難以理解的奇妙規定
，因此該網站詢問數百名退役美軍官兵，並整理出一系列全球
最強大軍隊中的 「最愚蠢規定」。

一名退役美軍網友 「davethebrave17」表示，他曾在上級嚴
格要求維持環境清潔下，被長官 「罵到臭頭」，原因是他的垃
圾桶內有垃圾；另一名網友 「mattymcnew」分享，他服役時待
的單位不允許嚼口香糖，卻允許嚼沾菸（Dip，一種口嚼式菸

草）；還有一名網友 「johnbenjen」回憶，他被部署於南韓時
，上級為減少美軍放假時喝酒鬧事的情況，下令進行宵禁，但
最後 「只讓士兵們更早且更快喝醉」。

另外，名為奧斯特（Quintin Oster）的退役美軍表示，他
曾在伊拉克部署期間，被迫於前進基地（FOB）遵守車輛安全
規定，在範圍廣大且空無一物的戶外停車場中，走在一輛卡車
前擔任地面引導，讓同屬聯軍陣營的澳洲士兵笑掉大牙。對此
， 「任務與目的」的評論是： 「除了你以外，卡車根本沒別的
東西可以撞。」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 「常見」的答案，包括強制在白天或
室內配戴反光帶、不能走在草坪上、不能邊走邊講電話、不能
帶雨傘等。 「任務與目的」指出，許多不合時宜的規定之所以
維持多年，是因為 「大官」大多只在同一個位置上待3年，因
此會在有限的時間內 「考慮大局」，而不是去管士兵的雞毛蒜
皮，故這類愚蠢規定將繼續存在， 「直到宇宙自行崩潰為止」
。

美軍抵斯洛伐克參加北約軍演

拜登斷言這幾天俄烏開戰
專家爆老美1驚天陰謀

（綜合報導）在與俄羅斯的區域緊張局勢以及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NATO）成員國的反美情緒糾結中，美軍今天抵達斯
洛伐克參加多國訓練演習。

法新社報導，斯洛伐克參謀總長茲梅科（Daniel Zmeko）
告訴記者， 「軍刀打擊（Saber Strike 22）軍演重點是加強北約
盟國之間的合作」。

茲梅科補充說： 「這次演習將考驗我們在國防領域與最強
大、最重要戰略夥伴合作的能力。」他說話的同時，第一架從
德國運送軍事裝備的飛機降落在庫奇納（Kuchyna）軍事基地

。
部隊發言人安貝朗（John Ambelang）表示， 「軍刀打擊」

演習預計自3月5日至10日展開， 「演習將涉及1200名美國陸
軍士兵和500輛車。第一支車隊已於17日凌晨從德國抵達斯洛
伐克」。

此次演習正值西方和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關係緊張，引
發對區域安全的更廣泛關切。

西方官員說，俄羅斯已在烏克蘭邊境附近集結超過10萬兵
力，為可能的入侵做準備。

目前沒有美軍駐紮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政府堅定支持北
約，並在當前與俄羅斯的對峙情勢中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然而斯洛伐克國內親俄情緒也相當高昂，在最近一項民調
中，44%受訪者認為美國和北約應為緊張局勢負責，相較下約
35%民眾怪罪俄羅斯。

當地專家表示，假消息與包括前總理費科（Robert Fico）
在內的某些左翼政治人物，助長對莫斯科的友好氛圍。

美軍美軍 「「最愚蠢規定最愚蠢規定」」 曝光曝光
老兵嘆老兵嘆：：會持續到世界末日會持續到世界末日

（綜合報導）俄烏戰雲密佈，美國一再發出警告，俄羅斯
即將入侵烏克蘭，推升國際油價飆破90美元大關，而周四（17
日）拜登總統再度強調， 「未來幾天內」俄國恐殺進烏克蘭。
專家表示，美方不斷示警，俄國總統普丁威脅烏克蘭，除了地
緣政治考量，背後另一關鍵因素就是重振美國能源產業。

CNBC報導，疫情趨緩，美國經濟持續復甦，帶動去年油
價狂漲逾50%，近期俄烏情勢緊張下，今年以來油價已大漲近
30%，漲破90美元大關、創下7年新高。

普丁之前就表示，他不喜歡美國頁岩油探鑽，但他若入侵
烏克蘭，可能會不情願地幫助美國恢復能源工業。

IHS Markit副總裁Dan Yergin指出，俄烏衝突拉高油價，
正在強化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疫情讓美國痛失油氣生產龍

頭寶座，如今又奪回主導地位。美國也是油氣出口大國，過去
4周平均每天出口260萬桶石油，而俄國原油產量較少，但卻是
全球最大供應商，每日原油出口約500萬桶。

俄烏危機導致歐洲能源供應短缺，美國也成了歐洲天然氣
的重要替代來源。據IHS數據顯示，美國液化天然氣（LNG）
輸出歐洲年增80%，首次超越俄羅斯，1月美國天然氣銷往歐
洲達77.3億立方公尺，反觀俄國輸歐僅75億立方公尺。Kpler
分析師表示， 「據我們所見，這是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歐洲空
前紀錄。本月至今歐洲從美國的進口量維持不變，估計2月保
持相同水準（超過500萬噸）」。

Yergin推估，今年美國原油產量每天將增加90 萬桶，目前
日產1160萬桶，2023年美國石油產量將來到日均1300萬桶，

重返疫情前高點水準。
從開採油井數也反映出美頁岩油擴產跡象，據 Baker

Hughes數據指出，美國鑽井平台總數為516口，比上周增加19
口，創4年來最大增幅。

Pickering Energy Partners 投資長 Dan Pickering 表示，美國
石油產量一直在增加，但因來自股東的壓力，原油企業並未全
速生產，因為在ESG（環境、社會、治理）投資者的審查下，
公司一直在償還債務、提高股息並尋找減少碳排放的方法。

Pickering認為，假使俄國未出兵，油價跌到82美元，仍是
非常好的價位，能源業要真正重振，除了沒有外在因素影響，
油價也要維持在高檔。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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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師聯合會提交意見書
要求放棄核汙染水排海

綜合報導 據報道，針對東京電

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染水排

海一事，日本律師聯合會向首相岸

田文雄提交意見書，要求放棄排海

計劃，考慮其他處理方法。

據報道，意見書認爲，(日本

政府)在征得社會同意方面做的並

不充分，沒有聽取專家小組“原

子能市民委員會”提出的將核汙

染水與水泥和沙土混合並凝結以

便保存的建議。此外，意見書批

評，日本政府方面此前召開的多次

“意見聽證會”上，基本沒有答疑

環節，是“形式主義的會議”，

“看不出聽取廣大民衆聲音並做

出反應的態度”。

報道稱，除了向岸田文雄，日

本律師聯合會也向經濟産業大臣、

環境大臣等有關方面提交了同樣的

意見書。

近期，日本核汙染水排海問題

進入一個關鍵節點，國際原子能機

構(IAEA)14日抵達日本，于15日開

始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實地考察，調

查將持續至18日。IAEA將根據調查

結果探討核汙染水排海是否安全，

並在2022年之內整理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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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期，新冠疫情在日本持續

蔓延，多地醫療系統告急。其中，據讀賣

電視台14日報道，在病床使用率“極爲緊

張”的大阪，醫療系統狀況“嚴峻”，大

阪府堺市邦和醫院院長和田邦雄接受該媒

采訪時稱“周末如同戰時狀態”。

和田邦雄說道：“我擔任急救醫院院

長已經有約40年，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

況，發生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都不會發生

這種事態。”報道稱，近兩周該醫院的病

床一直處于被占滿的狀態，但13日有26件

新冠患者請求入院的申請。

報道寫道，在醫療前線還會感受到

“奧密克戎毒株”的特征。報道援引和

田的話稱：“(新冠患者中)接種 3 次疫

苗的人也有不少，老年人從(養老)機構

轉移過來後迅速就會演變爲重症，也就

是說需要立即到急診室進行氣管插管人

工呼吸。”

近期，在日本，因新冠患者無法入院

而在家中死亡的事例增加。例如，《讀賣

新聞》報道，大阪府政府14日發布消息稱

，一名沒有基礎疾病的60余歲男子患新冠

後(1月30日)病情惡化，但因無法找到能夠

收納他的醫院被迫居家，1月31日在家中死

亡。

印度夫妻剛結婚
新婚不到1個月雙雙遭遇車禍身亡

婚禮剛辦完辦葬禮
綜合報導 誰也不知道意外會什麽時候

到來。印度一對夫妻剛舉行了婚禮，結婚不

到1個月，他們乘坐的車發生車禍，導致包

括兩夫妻在內一家3口人死亡，婚禮剛辦完

家人又要爲他們辦葬禮。

據印度媒體報道，這一悲劇發生在印度

卡納塔克邦班加羅爾地區的一個村莊。1月

2日，一個家庭的4名成員去寺廟上香，之

後他們乘車回家，半路上汽車撞上一輛公共

汽車，最終導致其中3人死亡。還有一名的

15歲女孩受了重傷，情況很嚴重。

3名死者分別是35歲的蘇迪普，30歲的斯

力賈以及55歲的特加瑪，其中蘇迪普和斯力賈

是一對夫妻，兩人剛剛于2021年12月10日舉行

了婚禮，離他們結婚還不到一個月。

警方表示，這對夫妻乘坐的車輛試圖超

車時撞上公共汽車，公共汽車司機、2名乘

客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蘇迪普在邁索爾的一家銀行工作，有著

光明的未來，然而剛辦完婚禮，家人就要爲

他和新婚妻子辦葬禮。

在印度特倫甘地邦也發生了一起類似的

事件。1月3日，50歲的蒂魯帕蒂殺死了他

的兒媳婦，20歲的蘇德拉娅，稱是爲了兒子

“報仇”。5個月前，蘇德拉娅才和蒂魯帕

蒂的兒子賽克裏希納結婚，2個月前，賽克

裏希納因爲婚後經常和蘇德拉娅吵架而服毒

自殺。

韓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超8萬例
比前一日曾超51.1％

綜合報導 韓國防疫部門和首爾

市等各地政府通報數據顯示，韓國

15日0時至21時新增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確診病例85114例。這是自新冠疫

情大流行以來，韓國單日新增病例首

次超過8萬例。

該數據較前一天同時段 56327

例的此前峰值驟增 28787 例，增超

51.1%，爲一周前的 2.1 倍，兩周前

的 5.4 倍。此前，韓國單日新增病

例從 2 月 10 日起連續六天保持在

低于6萬例水平，但隨著工作日檢

測 量 增 加 ， 新 增 病 例 數 直 線 上

升，一天之內從 5萬多例升至 8萬

多例。

各地區單日新增病例數也紛紛創

下新高。截至當晚 9 時，首爾市

18930例，京畿道26938例，仁川市

5473例，首都圈共計51341例，其他

地區33773例。

另一方面，鑒

于出現更多輕症和

無症狀病例，爲

優化疫情防控，

韓國政府已決定

自 10 日起不再對

居家觀察的低風

險確診者進行每

日電話隨訪，把

隨訪機會留給 60

歲及以上或有基

礎疾病的高風險

確診者。低風險確診者需自行監測

健康狀況，如果症狀加重再聯系醫

院。這使得新冠自測盒需求猛增。

在穩定市場供應方面，韓國

政府規定，2 月 13 日至 3 月 5 日的

三周內，禁止線上銷售新冠病毒

自測試劑盒，消費者須從藥店和

指定連鎖便利店線下購買，且每

人每次限購 5盒。自 14日起至 2月

底，韓國政府會向藥店和指定連

鎖便利店提供可供 3000 萬人使用

的自測盒。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2年2月19日       Saturday, February 19, 2022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戰疫捱餓難回家 醫護身累心更倦
憂感染家人不敢飯堂用膳 睹病人治療條件差“好心痛”

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除醫院

隔離病床飽和，無法收治確診及初確病人外，公院每日也有

大批醫護人員染疫，令醫院前線“打仗”的員工人數減少，

工作壓力大增。香港文匯報連日來追訪多名堅守崗位的公院

醫護，聽取他們訴說與病毒奮戰的心路歷程。不少醫護形

容，病房情況惡劣，目睹病人的治療條件欠佳，他們坦言：

“好心痛，但愛莫能助。”其中，屯門醫院任職病人服務助

理的劉小姐透露，目前人手嚴重不足，每日與病毒苦戰，心

理壓力巨大，“不敢到飯堂用膳，放工後才醫肚，回家後立

即洗澡半小時，怕沾染病毒並帶回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屯門為新冠肺炎疫情其中一個重災區，除有
大量病人染疫外，每日也有醫護人員和職

員“中招”，如醫管局17日宣布新增140名醫
護人員確診或初確，屯門醫院便佔了13人，而
香港文匯報統計顯示，單是過去一周，屯門醫
院染疫的醫護人員累計便有55人，包括醫生、
護士、病人服務助理等支援人員，另有藥劑
師、職業治療師、化驗師及文職人員等，當中
以病人服務助理等支援人員最多，佔24人。

抽調竹篙灣 人手更緊絀
協助照顧病人的病人服務助理，與護士一樣

是病房最前線的員工，但由於染疫員工眾多，已
令人手十分緊絀。劉小姐在訪問中便表示，目前
每更人手也不足，工作量大增，“除了不少同事
確診令人手減少外，亦有員工要調配到竹篙灣、
亞博館等設施，或者要抽調到嚴重爆棚的內科病
房幫手，令人手進一步減少。”

她表示，其任職的骨科病房，以往早更有4
名病人服務助理，下午則有3人當值，現時每更
減少一人，“朝早人手要多些，因為收了新症
要處理，且骨科病人要去運動室做運動，但現
時這些服務都取消了，早更只有3個人手，午更
由3個變做兩個，通宵更只有一個護士、一個病
人服務助理以及一個 Runner（跑腿），他
（Runner）亦要到其他病房幫手。”

除前線人員染疫令人手減少外，其餘人員
亦要調配到竹篙灣等設施和醫院其他病房，
“除竹篙灣外，醫院內科病房亦爆棚，要加開

好多摺床安置病人。人手不足，所以亦要由其
他病房抽調，我亦有同事要到竹篙灣工作，醫
院當然會問同事是否自願，但都只是給你選去
竹篙灣還是到內科病房幫手，調去竹篙灣要做
三個月，調去內科病房則要兩個月。”

她表示，除工作量增加外，疫情嚴重下心
理負擔亦極大，“其實我們亦很擔心自己受感
染，除穿戴好保護裝備外，院方亦會派人巡察
Pantry（茶水間），禁止員工在內進食，以免除
口罩進食時有其他同事入來，造成染疫。我自
己亦不想去飯堂用膳，雖然現時飯堂只准一人
一枱，但排隊購買食物始終多人聚集，怕有病
毒傳播，所以好多時都是放工才食飯。”

回家即沖涼 自費住酒店
劉小姐表示，因工作要處身醫院這高危場

所，自己會加倍小心，但本身有丈夫及小孩，
怕會沾染病毒令家人受感染，故放工回家後會
立即洗澡，“沖涼起碼花30分鐘，但也怕不夠
安全。”她又指一些到竹篙灣的同事亦怕染疫
影響家人，且路途遙遠，會租住荃灣或青衣的
酒店留宿。

香港醫管局支援職系員工協會主席吳偉玲
則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她任職收治嚴重智障病
人的小欖醫院，情況沒有一線醫院嚴重，但亦
有醫護及病人確診，且也有同事調配到亞博館
等設施工作，亦有影響人手。她表示，一些醫
院因人手不足，員工有大假也未能放，故只有
“賣假”給醫管局，以現金補償取代假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確診個案
急升，香港消防處表示接獲大量患者召喚救護車
入院或到檢疫設施，對緊急救護服務造成沉重壓
力，人手不足，消防處救護車當值人數已由3人
減至兩人，處方已在不同編制抽調人員協助。有
救護員工會指，有關情況絕對不理想，救護員又
未獲派快速檢測包，擔心感染後不自知，部分人
因此有家歸不得，租住酒店。

香港消防處助理處長（救護）吳孝銘17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指，調動了消防及救護學院教
官、社區應急準備課人員上救護車當值，消防處
亦已抽調有先遣急救員資格的消防員及救護學院
學員作支援工作。

他又指，救護員要穿保護衣接載確診患者，
完成後亦要消毒救護車，處理時間較一般個案長
兩三倍，而救護車抵達急症室亦要等候較長時間
待院方接收病人，“我們往往去到急症室時，等
待急症室的醫護人員接收我們的病人，曾試過長
達3小時，最高紀錄在一間醫院有七八架救護車
排隊等交收病人，可以想像對前線救護服務的壓
力有多大。”

另外，針對救護車不敷應用，消防處租用7
輛載客車及約40輛旅遊巴，協助運送較輕症患
者到隔離設施。

香港消防救護員會司庫林珈樂亦表示，救護
服務工作量大增，每輛救護車當值人數由3人減

至2人，情況絕對不理想，影響服務質素，亦增
加員工感染風險。救護員工作一更12小時，但
現在不少人每更工作17小時，部分人要取消休
假，後勤同事如學院教官、助教、體能訓練官、
駕駛訓練官亦傾巢而出，甚至連分局局長都要
“落地”協助。

他又指，救護車將病人送抵醫院後，要等候
院方接收病人，救護員與患者同處一車，甚至沒
有用膳和如廁時間。救護人員雖有保護衣，但亦
擔心接送確診者時受感染，但未獲政府提供快速
測試包，部分員工家有幼童、長者和孕婦，有員
工回家後不敢抱子女，甚至有人不敢回家，要到
其他地方暫住。

據資料顯示，疫情至今已有43名救護員確
診，單是本周三日已有11人“中招”，部分救
護站要關閉消毒。

長者見救護車激動落淚
他嘆道，有確診的長者在家中等候10多小

時才獲派救護車，見到救護車時激動落淚，亦
有市民因為等候時間太長而向救護員抱怨。由
於救護車輛不夠，有在屯門、粉嶺的救護車要
跨區到柴灣處理召喚服務。工會促請處方可向
救護員每日派快速測試包，亦希望處方為前線
員工提供臨時住所，以及在疫情期間提供特別
津貼。

救護人手不足 一更踩17小時

◆ 吳孝銘表示，救護車抵達急症室要等
較長時間待院方接收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公院每日也有大批醫護人員染疫公院每日也有大批醫護人員染疫，，令醫令醫
院前線院前線““打仗打仗””的員工人數減少的員工人數減少，，工作壓力工作壓力
大增大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醫生和護士在急症室外討論。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綜合報道）香港第
五波疫情大爆發，確診數字連日暴增，17日新增
6,116宗確診個案，超過過去兩年確診總和，另新
增約6,300宗初陽個案。香港疫情牽動着中央領導
和內地同胞的心，17日，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
長王賀勝在深圳召開專家工作組會議。當日，中
央派出4人組成的專家組赴港抗疫，其中3人是國
家流行病學調查專家組成員。專家組17日下午抵
港，專家組表示將充分了解香港疫情態勢後，和
香港的專家一起開展工作，包括對病例的排查、
風險的研判等，他們會秉持科學的精神和實事求
是的態度，與香港方面就抗擊疫情的做法和經驗
進行交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特意到
深圳灣口岸迎接專家組，表示若香港檢測能力提
升會考慮全民核酸檢測，強調有中央作為堅強後
盾，香港可以渡過疫情。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就支援香港抗擊第五波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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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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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及香港特區政府三方共

同組成的工作協調機制，加大有關工作統籌協調
力度。

將陸續組織衞生資源援港
據了解，就在16日，中央成立內地支援香港抗

疫專班，共涉及到國家衞健委等國家部委以及廣東
等10個部門，根據不同分工，設立了多個工作
組，其中一個組是流行病學專家組。

為貫徹落實中央領導關於全力支持香港抗擊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月16
日，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病預防控制
局局長王賀勝靠前指揮，率隊赴深圳參加內地支
援香港抗疫工作協調會；17日召開專家工作組會
議，指導廣東省於當日派出第一批內地支援香港
抗疫流行病學專家組以及移動核酸檢測車抵港。
下一步將陸續組織協調衞生健康系統各方資源，
協助香港特區政府盡早遏制疫情快速蔓延態勢。

17日赴港抗疫4人專家組人員分別是：廣東
省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康敏、廣州市
新冠疫情防控專班數據分析組副組長陳純、中山
市疾控中心防疫科專家陳雪琴，他們3人均為國家
流行病學調查專家組成員；另一人是內地支援香

港抗疫流行病學專家組秘書楊韜慧。

代表國家力量 傳遞同胞親情
王賀勝17日專門會見了赴港專家組成員，傳

達了中央全力支援香港抗疫的要求，感謝他們領
命出征，代表內地支援香港抗疫的國家力量率先
赴港，向香港市民傳遞內地、香港血肉相連的同
胞親情，寄望他們早日完成任務，平安歸來。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國家衞生健康
委應急辦主任孫陽，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司長吳
煒，國家衞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
廣東省衞生健康委黨組書記、主任朱宏，廣東省
港澳辦主任李煥春，香港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陳
澤濤，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委副書記詹建
湘與赴港專家組成員共同出席了行前會。

行前會上，孫陽表示，此次專家組到香港的
任務十分艱巨，專家組首先要盡快摸清香港疫情
情況，做好疫情分析研判，為幫助香港特區穩控
疫情提供專業意見。孫陽說：“我們迅速向香港
派出流行病學專家，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業優勢和
內地疫情處置的經驗，結合香港這次疫情的具體
情況，對香港疫情防控提出切實管用的防控策略

和防控措施，幫助香港盡快控制住這次疫情。”
傍晚約6時許，專家組抵達下榻的九龍港威酒

店，經過短暫休整，當晚馬不停蹄奔赴馬鞍山“火
眼實驗室”考察交流。

康敏表示，專家組將充分了解香港疫情態勢後，
和香港的專家一起開展工作，包括對病例的排查、
風險的研判等，他們會秉持科學的精神和實事求
是的態度，與香港方面就抗擊疫情的做法和經驗
進行交流。

內地專家組抵港 特首考慮全民檢測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右前右））在深圳灣口在深圳灣口
岸歡迎內地流行病學專家抵港岸歡迎內地流行病學專家抵港。。旁為廣東省疾病預旁為廣東省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康敏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康敏（（前左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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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6歲

的在讀博士生王興用“興奮”形容剛剛過

去的中國春節。這個春節，他比往年更忙碌，因

為他和中國“雪務攻關團隊”成員攜手奮戰在北

京冬奧會一線，保障冬奧會的賽事用雪。

2022北京冬奧會

王興就讀於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師從
中國科學院院士秦大河。2017年，秦大河組建北京冬

奧會賽事用雪保障關鍵技術研究團隊（簡稱“雪務攻關團
隊”），為本屆冬奧會提供風險防範和不利氣象條件下的賽
道雪質和雪源保障預案。

冬春交替天氣 雪質要求更高
2018年起，王興加入團隊，從事儲雪動態變化模擬研究。

能夠將理論學習應用於實踐，並服務於家門口的冬奧會，這讓
他倍感榮幸。他說，北京在大陸性季風氣候帶舉辦冬奧會，這
在冬奧會歷史上是“第一次”，在冬春交替期容易出現極端天
氣，對賽道雪質的應急保障方案提出了更高要求。

“國內外儲雪研究非常少，參考文獻特別少，而且涉及
不同學科。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摸索，最終對涉及儲雪的科
學問題有了系統性認識。”王興告訴記者，在他的共同導
師、中國科學院西北研究院研究員王飛騰的指導下，儲雪工
作進展順利。

“我主要做儲雪現場實驗和相關理論研究。在老師指導
下，我們利用不同材料對雪覆蓋，並對比不同材料覆蓋下的
雪量及雪質變化，確定最佳方案，以此防範氣溫升高導致的
用雪風險。”王興說。

2018年以來，王興數不清自己在零下20多攝氏度的天
氣裏工作過多少天。首鋼大跳台等冬奧會比賽場館都留下了
他和老師們的身影。今年1月2日至今，他堅守在首鋼大跳
台進行儲雪工作。在那裏，他們的團隊成功儲存了5,000立
方米的雪。

“只要想到儲備雪背後有我的一點點工作，再累再冷也
值。”王興感慨，北京冬奧會打開了他的研究思路，為他將
來從事儲雪工作奠定了基礎。

王飛騰表示，因為北京冬奧會帶來的契機，“雪務攻關
團隊”不但儲備了核心技術，而且培養了中國第一批雪務方
向的研究生和滑雪場技術骨幹。這些人才將助力中國未來冰
雪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高山滑雪比賽 冰狀雪是關鍵
和王興一樣，山東師範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碩士研究生

季凱程也是團隊成員。他在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丁明
虎和山東師範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副教授孫維君的聯合指導
下開展冰狀雪賽道製作試驗工作。

季凱程介紹，冰狀雪賽道是高山滑雪比賽的關鍵硬件保
障。“剛剛着手時沒有經驗，不斷向老師請教，閱讀大量相
關書籍，逐步探索出適合中國雪道的硬化方案。”

在導師孫維君的帶領下，他們於2020年11月到達黑龍
江哈爾濱亞布力滑雪場進行冰狀雪試驗製作。試驗區氣溫白
天常會處於零下20攝氏度左右。每當大風來襲，體感溫度
甚至可達零下30攝氏度。寒氣襲人，大風裹挾着積雪鑽
進他們的帽子和衣服裏，雪場裏的工作常常持續10多個小
時。

“凍着凍着就凍透了，習慣了。在雪場工作是對個人意
志的磨煉。從事冬奧會雪務保障工作，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機
會，我非常珍惜。”季凱程說。

孕育冰雪人才 產業持續發展
經過一年的實踐，季凱程熟練掌握了賽道製作流程和對

合格賽道的評估方法，他還參與了賽道標準制定的論文撰寫
工作。

在服務冬奧會的同時，“雪務攻關團隊”也將目光投向
全國冰雪產業發展，由此孕育出又一批人才。

北京師範大學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效存德教授指導安紅敏博士開展了中國滑雪產業空間布局、
氣候變化對中國滑雪旅遊的影響等研究，為未來中國冰雪產
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參考。

效存德認為，中國“冰凍圈科學”聚焦國家戰略，組建
了一支由中青年骨幹教師帶領、研究生參與的冰雪項目服務
科研團隊，催生了一批專注體育賽事冰雪項目保障服務的後
備人才隊伍，凸顯出中國高等教育在研究生人才培養方面的
能力，為競技體育強國貢獻了科技力量。

王飛騰、孫維君等專家表示，冬奧會之後，要持續釋放冰
雪運動的紅利，仍需注重冰雪運動科研人才的培養與輸出。他
們將不斷接力培養“冰雪人才”，為中國冰雪產業可持續發展
提供支持。

製作游龍般蜿蜒的延
慶國家雪車雪橇中心賽
道，難度不亞於呵護一件
“藝術品”。世界車橇賽
道的製冰師幾乎清一色是

“洋面孔”，但隨着北京申辦冬奧成功，
為“雪游龍”培養本土製冰師成為“必答
題”。經過兩年多的漫長磨煉，中國製冰
師告別青澀，首登奧運賽場。

出國苦學藝 寒冬穿短袖
車橇賽道對製冷溫度、賽道表面清潔度

要求高，而且雙曲面彎道多、距離長，是一
種半戶外條件下的山地場館賽道製冰。

2019年底，首批製冰師赴韓國平昌培
訓，多數人第一次出國。回國後，為了抓
住賽季末最後的實操機會，青澀的中國製
冰師開始獨立探索。2020年初，在賽道未
完工的情況下，中國製冰師每晚9時到翌
日凌晨3時，利用零下20攝氏度的自然溫
度，在第九號彎道摸黑練習製冰。山間寒
風凜冽，但很多人熱得穿短袖幹活。

場館主設計師張玉婷見證了“雪游龍”
從無到有的全過程。在她看來，車橇賽道製

冰要求極高，是“二次成型”的過程。“高
速運動下，細微的差別會給運動員帶來不同
的滑行體驗，讓賽道更具挑戰。”

除了出發區和結束區有大塊平整冰面
和直線賽道，可以用特製修冰車提高工作
效率外，賽道上16個角度各異、陡度不同
的彎道都需要製冰師手工養護。

製冰師工作間是他們的“彈藥庫”，擺
放着上百把冰刀和冰鏟，以及特製磨刀機和
被稱作“拖拉機”的特製修冰車。“雖然叫
製冰師，但不能只會‘製冰’。”場館製冰
主管孫悅說，外國製冰師身材魁梧，制式冰
刀並不適合中國製冰師。大家結合實際，每
個人特製出兩三把專屬冰刀。最長的1.5米，
加上大刀頭重近30斤。修冰時，準備好備用
刀片，回來還要磨刀。這其中涉及切割、焊
接、磨刀等專業知識。開“拖拉機”前提是
會開車，握着方向盤的司機要和車尾處控制
修冰機械的人密切合作，這也需要反覆磨
合。

製冰師朱永濤說，起初10個人維護一
遍“雪游龍”場賽道需要半個小時，後來
縮減到 20 分鐘，最快到 10 分鐘。通過
“摳細節”來省時間、保質量，最終形成
“中國工作標準”。 ◆新華社

從零開始學製冰鑄成“雪游龍”賽道

��

中國冰雪賽場背後的“專家後援隊” ◆◆ ““雪務攻關團隊雪務攻關團隊””
在工作在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雪務攻關團隊雪務攻關團隊””合影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製作延慶國家雪車雪橇中心賽道難度製作延慶國家雪車雪橇中心賽道難度
高高。。圖為圖為國家雪車雪橇中心國家雪車雪橇中心，，工人正在工工人正在工
作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幣換數字人民幣 消費無需內地開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張帥 北

京報道）北京冬奧會是最早確定為數字人民
幣試點的場景之一。香港文匯報記者2月17
日體驗，除了下載應用程序，只需要在自動
找換機放入港幣現金，就會自動換算成數字
人民幣存在一張實體卡片中，省卻兌換人民
幣的過程。沒有內地銀行賬戶的人亦可以使
用這張卡進行人民幣消費。

數字人民幣是央行發行的法定貨幣，主
要定位於現金類支付憑證（M0），將與實物
人民幣長期並存，主要用於滿足公眾對數字
形態現金的需求。

冬奧閉環內可使用
今年北京冬奧會是最早確定為數字人民幣

試點的場景之一。以冬奧場景試點為特色，北
京數字人民幣試點圍繞冬奧會食、住、行、
遊、購、娛、醫七大重點領域的支付服務需
求，打造特色鮮明的試點場景和產品。

港幣兌換數字人民幣不僅過程方便，而
且卡片設計還有目前最受歡迎的冰墩墩圖
案，頗有收藏價值。卡片在冬奧閉環內基本
所有地方都可刷卡使用。

2月17日，北京新動力金融科技中心的

相關負責人向數百名中外記者專門展示了用
數字人民幣購買咖啡的冬奧場景試點應用。
據該負責人介紹，數字人民幣分為“軟錢
包”和“硬錢包”。

其中，“軟錢包”基於移動支付 App、軟
件開發工具包、應用程序接口等為用戶提供服
務，“硬錢包”則基於安全芯片等技術實現數
字人民幣相關功能，依託 IC卡、手機終端、
可穿戴設備、物聯網設備等為用戶提供服務。
境外來華人士無需開設中國內地銀行賬戶，通
過境外手機號即可下載數字人民幣App即可開
立並使用。

截至2021年底，北京開立數字人民幣個
人錢包超過1,200萬個，對公錢包超過130萬
個。目前，數字人民幣試點已覆蓋40餘萬個
冬奧場景，交易金額達到96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體驗——

◀

港幣兌換港幣兌換
數字人民幣的數字人民幣的
卡片設計上有卡片設計上有
冰墩墩冰墩墩。。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AA1111
星期六       2022年2月19日       Saturday, February 19, 2022

橋社新聞

綜合經濟

董子天(Sky Dong)入選法國LA MODÈLE(THE MODEL典範)雜誌
““時尚和美妝時尚和美妝””特刊封面人物特刊封面人物

《時尚與美妝 Vol 9 2月第3期》可以在網上直接訂購。印刷版和電子版套購，標
價70美元，折扣價56美元；印刷版標價50美元，折扣價40美元；電子版標價37.5美
元，折扣價30美元。輸入推廣代碼Promo code LMF&B，可以分別享受$14、$10、$7.5
的折扣.

法國LA MODÈLE(THE MODEL典範)雜誌“時尚和美麗特刊(F&B)”2022年2月第三期(Fashion & Beauty Vol 9 February Issue
3)封面人物正式發布，休斯敦美南電視網紅新聞主播(News Anchor)、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著名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由
達拉斯著名影樓BOYD PHOTOGRAPHY AND CREATIVE ARTS STUDIO於2022年2月5日專程在休斯敦市中心(Dakota Lofts)
NSR Loft 1 Industrial Studio@Peerspace藝術影棚拍攝的一組照片入選封面人物，著名燈光師弗蘭克·戴維斯(Frank Davis)在當天下午
捕捉的燈光和范思哲(Versace)提供的全套量身定制的服裝使得這組照片大放異彩。

Sky Dong, TV Anchor and Host of SD Talkshow, featured on the front cover page of LA MODÈLE Magazine. In Feb. 5, 2022, The
Photographor from BOYD PHOTOGRAPHY AND CREATIVE ARTS STUDIO, Dallas, drove 5 hours to Houston Downtown, (Dako-
ta Lofts) NSR Loft 1 Industrial Studio@Peerspace, shot a group photo for Sky Dong. The pfamous lighting master Frank Davis catch the
sunshine afternoon and make this happen with brand name Versace.

法國主流時尚雜誌LA MODÈLE(THE MODEL典範)通過Instagram向Sky Dong通報了這一喜訊：
LA MODÈLE USA send congraduation to Sky Dong through Instagram：

您的照片已發表在《時尚與美妝第九卷2月第3期》
該雜誌已出版印刷版和數字版，可在我們的網站上訂購：https://
www.lamodeleusa.com/fashionedition
我們的編輯要恭喜您，並為您提供獨家折扣券“LMF&B”
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發貨！
再次恭喜您榮登雜誌封面！

Congratulations On Getting Published!
Your photos has been published in 'Fashion & Beauty Vol 9 Feb-

ruary Issue 3'
The Magazine has been published in both print and digital ver-

sions, and is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for order: https://www.lamode-
leusa.com/fashionedition

Our editors wants to congratulates you and offers you an exclu-
sive discount coupon "LMF&B"

We ship worldwide!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getting published on the Front Cover

Page of the Magazine

買全球、賣全球 連雲港東海
“點石成金”鋪就“晶”彩富民路

一粒水晶，冷清清；一串水晶，亮晶

晶；一片水晶，綻放光明……連雲港東海

縣1500平方公裏的地域儲有豐富的水晶和

石英，存儲量占全國70%以上，矽含量高

達99.99%，儲量和質量均居全國之首，是

聞名中外的“世界水晶之都”。

“以水晶爲媒，讓世界了解東海；

以水晶爲橋梁，讓東海走向世界”。曆

經數十載，東海水晶走向世界的腳步更

加堅實、穩重，“世界水晶彙東海，東

海水晶遍世界”的成果有目共睹。如今，東

海縣已形成了涵蓋原石采購、水晶加工、創

意研發、市場銷售、文化展示、倉儲物流等

功能于一體的現代産業鏈，擁有各類水晶加

工企業3000多家，水晶産業年交易額突破

200億元。與此同時，30余萬東海人投身水

晶産業淘寶掘金，走上致富路。

一個水晶節 讓世界了解東海
1991年10月1日，對于很多東海人

來說，是十分難忘的一個國慶節。當天，

東海縣城舉辦了首屆中國東海水晶節。

常住人口只有4萬人的縣城，當天彙聚

了近20萬人，創30年來紀錄。

首屆水晶節的成功舉辦，實現了

“文藝搭台、經貿唱戲”的構想，實現

貿易成交額4.6億元，與海內外客戶洽談

獨資、合資項目27個，引進資金2180萬

元。時任東海縣委書記吳加慶說：“這

是一次成功的嘗試，東海今後將定期舉

辦水晶節。”

政府搭台補位 讓主角唱好戲
1992年 6月的一天，雨時密時疏下

個不歇。東海縣城“水晶一條街”上，

仍然黑壓壓擠滿2000多個買賣人，他們

有的身穿雨披，有的僅頭頂一塊塑料布

，還有的任憑雨水澆淋。買主賣主討價

還價，路兩側，一堆堆水晶石料緊挨著

，延伸約500米。當年，東海實際上已

經成爲全國最大的水晶原料集散地。

一直以來，東海縣委、縣政府堅持

以搭台補位的方式，致力推動當地水晶

産業發展。近些年，不斷拓展産業發展

空間，先後建立了中國東海水晶城、中

國水晶博物館、中國水晶文化創意産業

園在內的“一城一館一園”，形成了涵

蓋原料采購、文化創意、設計加工、展

示收藏、專業市場、電商平台、包裝物

流的水晶産業鏈。

借助“互聯網+” 水晶產業“長”
翅膀

在東海水晶城四樓的各個網紅直播

間內，攝像頭下滿桌珠翠，主播們都在

忙著介紹水晶制品。隨著“互聯網+”

新經濟體的快速發展，東海縣的水晶産

業已經形成“線上+線下”全渠道銷售

體系。該縣積極推進水晶電商運營平台

多樣化，打造了水晶電商雙創基地、創

客空間、“複興號”直播間、網紅直播

平台等一批新興線上營銷平台。全縣現

有水晶網店7.3萬余家，入駐了27個電

商銷售平台。

東海水晶城養珠珠寶的店主董露是

一名90後大學畢業生，也是看好家鄉水

晶産業的“錢景”，2015年從省會南京

辭職返鄉創業。後來，面對傳統水晶銷

售低迷的情況，她加入了淘寶直播的行

列。短短一年多，線上銷售的營業額已

經占到其營銷收入的7成以上。“比起

傳統的線下銷售，線上銷售的覆蓋面更

廣，效率更高，客戶粘性也更好。”董

露說。

近年來，東海縣先後發布了《加快

電商發展實施意見》等扶持政策，開設

了阿裏巴巴網上水晶城、東海水晶天貓

旗艦店、“淘寶· 文化中國”東海水晶館

，與中寶協合作建立雲平台· 紅巢水晶直

播基地。爲了補齊水晶電商發展短板，

該縣還高水平規劃建設集創業孵化、服

務培訓、倉儲物流于一體的電商物流園

，建成了蘇北縣域首家公用型保稅倉，

聘請京東、淘寶講師和網絡創業成功人

士等優質培訓資源，對返鄉大學生、品

牌經營店主等八大創業主體進行培訓。

多家金融機構依據年銷售額、信用分等

授信額度信息，最高給予電商創業者30

萬元的信用額度貸款。

在系列政策支持、資金的扶持下，

東海水晶電商産業迸發出一股蓬勃的力

量。仲海兵是東海縣第一個試水水晶直

播銷售的創業先鋒。“我的網絡直播平

台上粉絲達到幾十萬人，其中還有一部

分是國外的用戶。”他在東海水晶城電

商雙創基地成立了明博網絡運營中心，

在政府的扶持和激勵下，以此爲陣地將

他積累的一套網上直播經驗無償地分享

給大家。通過一年多的付出，仲海兵先

後帶出了近百名從事網絡直播銷售水晶的

人，助力東海水晶“長”翅膀，賣全球。

據了解，2021年東海水晶電商交易

額近168億元，在全國直播百強縣區排

名第七，快手直播排名第一。去年9月

，中國商務部新批15家國家電子商務示

範基地，中國東海水晶城位列其中。

水晶深開發 拉長富民產業鏈
一種資源就是一張名片，一個産業致

富一方百姓。水晶之于連雲港，正是如此。

薛埠村是東海縣的一個普通村莊，

人口4200多人，從事水晶淘寶銷售的達

到60%，是有名的“中國淘寶村”。除

了這樣的水晶專業村，當地還有不少人

通過辦廠開店、在大中城市開辦東海水

晶直銷點、在國外采購水晶原料等方式

找到了致富門路。

現任曲陽鄉興西村黨總支書記、村

委會主任的趙中剛，幾年前關注到了

水晶加工企業內扔掉的水晶“下腳

料”，他覺得很可惜。于是，他另辟

蹊徑，選用村民加工下來的水晶邊角

料作爲原材料，不斷研發産品，最終

將水晶邊角料開發出天然水晶枕、水

晶床墊、坐墊和天然水晶燈、茶幾等

産品，並將産品遠銷美國、歐洲等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動了全鄉 1500多

人創業就業。不僅如此，他還通過黨

建帶動産業發展，以興西村和水晶街

黨支部爲引領，先後領辦了6個跨境電

商産業園，幫助全鄉村民銷售各類水

晶制品 6500多萬元，爲村民在致富奔

小康的征途中又前進了一步。

眼下，東海縣已形成了涵蓋原石采購

、水晶加工、創意研發、市場銷售、文化

展示、倉儲物流等功能于一體的現代産業

鏈，擁有各類水晶加工企業3000多家，從

事水晶販運、加工、營銷及配套服務的産

業大軍30余萬人，他們已經成爲港城經濟

發展、富民強市的生力軍。

財稅SaaS提供商雲帳房完成近億美元E輪融資
綜合報導 記者獲悉，新一代智能財稅SaaS提

供商雲帳房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今日宣布完成近億美

元E輪融資。本輪融資由全球知名的私募股權投資

機構安佰深旗下的安佰深數字基金領投。

雲帳房成立于2015年，核心業務是用數字化的

手段幫助企業管理稅務資産，業務覆蓋國內全部36

個稅區。上輪融資後，雲帳房在RPA、彈性計算、

財稅知識圖譜等方面進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基于

強大的底層技術能力沈澱，將客戶群體從代賬公司

擴展到大中型集團企業、金融機構、中小企業以及

教育行業。除雲帳房代賬SaaS品牌外，公司構建了

面向中大集團企業稅務解決方案的“有度稅智”，以

及面向高等職業教育機構的“財智未來”等多個品牌

，爲實現業務收入的多元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雲帳房創始人兼CEO薛興華表示：“我們非常

欣喜能夠引入安佰深數字基金成爲我們的E輪融資

領投合作夥伴。隨著國家雙創政策的開展，國內市

場主體總量大幅增加，財稅服務行業發展潛力巨大

，雲帳房將繼續從市場需求出發，加大技術研發與

創新，爲企業提供更專業、更智能、更具生態能力

的智能財稅平台，開啓財稅數字化新時代。”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

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當前，以技術

和數據爲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正在蓬勃發展。隨著我國

深化推進“金稅工程”建設，稅收征管效能正從“經驗

管稅”到“以票控稅”再到“以數治稅”不斷進化。

雲帳房通過智能財稅SaaS工具，爲代賬公司及

中小微企業提供財稅一體化解決方案，突破性地使

用自動化報稅中樞，幫助企業有效同步國家稅收政

策，促進了國家智能稅收管理，同時雲帳房在企業

數字化轉型發展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據了解，本輪融資將主要用于進一步加強雲帳

房內部運營體系建設、強化雲帳房基于底層技術積

累和持續創新的多品牌戰略，以及幫助代賬行業向

高端服務升級的産品研發，從而進一步奠定雲帳房

在國內財稅SaaS賽道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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