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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援烏克蘭軍援烏克蘭 美總統拜登授權再撥美總統拜登授權再撥22億美元億美元
（中央社華盛頓12日綜合外電報導）白宮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今天

授權再撥出2億美元，用來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給烏克蘭。烏克蘭官員
表示，俄羅斯部隊展開猛烈砲轟，正危及當地撤離平民的各種努力。

路透社報導，拜登這項決定使得美國自2021年1月以來，提供給烏
克蘭的安全援助增至12億美元，而自2014年俄羅斯兼併烏克蘭克里米
亞地區（Crimea）以來則累計增至32億美元。

在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備忘錄中，拜登指示
透過 「援外法」 （Foreign Assistance Act）撥出高達2億元，供協助烏

克蘭防衛。
這筆資金能用來提供武器和其他防衛裝備以及軍事教育訓練，協助

烏克蘭對抗入侵的俄羅斯部隊。
烏克蘭一直要求提供更多標槍（Javelin）反戰車武器以及刺針

（Stinger）防空飛彈。
在此之前，美國國會於3月10日晚批准提供烏克蘭136億美元緊急

援助，這是國會通過的總額1.5兆美元支出法案的一部分。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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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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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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ttended a friend’s wedding
party last night. I met many old

friends at the banquet. The
restaurant was very crowded. It

seemed like the people are not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Covid-19 pandemic anymore.

Compared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we are so lucky. We live
in America even though the oil
prices are soaring.

I sat with many Chinese
Americans at the party. Most of
them came to this country and
finished their Master or Doctor
degrees and devoted their whole
lives to this land and became
American citizens. They have
enjoyed successful careers and
now live rich lifestyles, traveling
to the mountains and oceans,
wearing famous watches, driving
luxury cars and enjoying their
retirement in old age. But they
still talk about their old days back
in their hometowns.

The war in Ukraine represents
the ambitions of Russia’s
President Putin who wants to
take back his old land that used
to be a part of the Soviet Union.
How could he ever tolerate
NATO using Ukraine against
Russia?

Today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undergoing
military and mental conflict. The
ruling party of Taiwan DPP’s
Chinese policy is the biggest
concern. We have always
advocated that we will never
want to see a war between the
Taiwan Strait ruin the cities into
ashes which is a great misfortune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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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ries Of Ordinary PeopleThe Worries Of Ordinary People

參加了一位老友的第二春婚宴
, 席上高朋滿座，餐廳𥚃 人潮洶湧
，座無稀席，過去疫情的隱憂似
乎已一掃而空，事實上真的如此
嗎？
我們十分慶幸生活在美國，

雖然油價飛漲，但和在戰亂中之
烏克蘭我們是何等幸運。
在婚宴同桌上的華人同胞 ，

都是早年來美求學又再把自己的青
春貢獻給了美國而入了美籍，他
們不但事業有成，住在富人區，
開賓士，戴名錶，可以開上豪華
休閒車到處游山玩水，享受晚年
退休生活，然而在他們的談話中
仍然不忘故國舊事，以及童年時之

美好回憶。
鳥克蘭之战爭正在说明了什麼

是強權，什麼是國家民族之争論
，普丁從蘇聯冷戰時代和美國平
起平坐時代走出來，他一直視烏
克蘭為他的故土，包括文化傳統
，豈能容忍他變成北約對付他的
敵人，這股民族大義成為他攻打
收復烏克蘭的正當理由。
今日台灣海峽兩岸正在進行前

所未有之軍事和心理戰，民進黨
之去中國化政策是最大的隱憂，
烏克蘭和俄羅斯之戰，值得深思
，我們一貫主張，決不願看到戰
爭把兩岸城市變為灰燼，乃民族
之大不幸也。

我們小老百姓的擔憂我們小老百姓的擔憂



【綜合報道】經常給親人轉賬的在荷蘭的俄羅斯人非常擔心
，因為經濟制裁使得這樣做變得極其困難。

一位要求保持匿名的俄羅斯 A 女士告訴荷蘭媒體 NOS：
“我的父母今年 85 歲了，住在莫斯科。通常，我回去的時候會
帶上錢，否則會轉賬。但是，現在兩者都不可能了。我父親得了
肝癌，他需要很好的藥物，需要治療。”

另一位俄羅斯女士B，也希望保持匿名，
說她再也不敢給她 81 歲的母親轉賬了：“因
為Swift 的製裁，如果我現在轉賬的話，我害
怕失去我的錢。”

她很想重新獲得這樣的機會。她說：“俄
羅斯的親人最近問我能不能買些藥物或維生素
。我現在不能寄，但以前是可以的。”此外，
她還經常為大筆開支而轉賬，“比如說購買洗
衣機或其他重要物品”。

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研究對俄羅斯制裁的
德林登（Heleen Over de Linden） 表示，通常
向家人匯款的海外俄羅斯人群體很大， “由
於俄羅斯的養老金很低，但生活成本相對較高
，許多在荷蘭的俄羅斯人，每月都會給年邁的
父母匯款。”

俄羅斯的A女士說，“到目前為止，他們
還能夠應付退休生活，但他們對未來感到擔憂

。如果他們的養老金繼續失去了購買力，他們將會非常依賴我。
”由於盧布的貶值，俄羅斯人的儲蓄正在大幅縮水。

B女士說：“我媽媽每個月能拿到 200 歐元的養老金，她會
用她的積蓄維持一段時間，但幾個月後我就不知道了。”
制裁的影響

Swift制裁今天正式生效，七家俄羅斯銀行現已與該系統斷

開連接，這意味著與這些銀行的金融交易，如支付和轉賬，已經
幾乎不再可能。

俄羅斯最大的銀行 Sberbank 和 Gazprombank 不在製裁名單
上，兩者對於石油和天然氣的支付都很重要，但是，也一直受到
美國的限制。由於歐洲制裁，Sberbank 在奧地利、克羅地亞和斯
洛文尼亞的歐洲銀行分行，已經關閉並出售。

荷蘭合作銀行的經濟學家兼烏特勒支大學經濟教授邦斯特拉
（Wim Boonstra）表示，俄羅斯銀行包括的問題是銀行前排長隊
、外匯短缺和盧布匯率暴跌。

根據 Over de Linden 的說法，即使可以將資金轉入 Sberbank
、Gazprombank 或通過匯款辦公室的賬戶，這筆錢要么很難拿到
，要么幾乎一文不值。
“普通俄羅斯人受到的打擊最大”

根據德林登的說法，普京和他的部下已經為製裁做好了充分
的準備：“他們很早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自克里米亞被吞併以
來，他們一直在保護自己的資金安全。另一方面，普通人卻完全
沒有準備，因此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

據她說，制裁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影響民眾，使他們起來反抗
他們的政權，這一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適用。 “在俄羅斯，
進行抗議太危險了，從上週開始，規則也更加嚴格。”因此，她
認為讓俄羅斯老百姓承受雙重打擊是不公平的。

一位俄羅斯女性總結道：“當然，俄羅斯人的苦難無法與烏
克蘭人相比。但制裁也對普通俄羅斯人產生了重大影響。”

加拿大迎來第二個新冠疫情紀念日加拿大迎來第二個新冠疫情紀念日
失業率首度降至疫情前水平失業率首度降至疫情前水平

（綜合報導）3月11日是加拿大第二個新冠疫情全國紀念日
。統計數據顯示，加拿大的失業率已首度回落至疫情前水平。

雖然後續疫情走向和新變異毒株的潛在影響仍有諸多不確定
因素，但倦怠和消極情緒正在消磨加拿大民眾的耐性。聯邦和多
個地方政府最近一兩個月以來也在逐步放寬、解除公共防疫限制
措施。

西海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3月11日取消了室內場所口罩佩
戴令和長期護理機構探視限制，後續各項限令解除的時間表也已
公佈。

這並非個例。累計報告病例數佔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第一大
省安大略省近日將結束面向長期護理、醫衛、教育等機構的疫苗
強制接種政策，並從3月21日起取消學校和大部分公共場所的強
制佩戴口罩令。該省東面的魁北克省也正逐步取消佩戴口罩的要
求，並將取消“疫苗護照”，即疫苗接種憑證的使用。

加拿大聯邦政府則從2月底開始放寬多項入境防疫措施，從
而開啟分階段放寬旅行限令的步驟。譬如，旅客可以持快速抗原
檢測而非核酸(PCR)檢測結果入境，已充分接種疫苗的入境旅客
不再需要面對強制檢測。加政府近期還公佈了今春恢復郵輪旅遊
的相關措施。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與加拿大廣播公司於3月初合作開展的
一項民調顯示，47%的受訪者認為，過去兩年疫情的總體影響是
負面大於正面；逾四成的受訪者稱疫情令其整體生活變得更糟。
受訪者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況惡化，五分之
四的人認為疫情令人們相互疏遠，並有逾六成的人認為加拿大人

對彼此的同情心變弱。
不過，加拿大的社會經濟活動正加快邁

向恢復正常的步伐。加統計局3月11日公佈
的數據顯示，該國今年 2 月增加 33.7 萬個就
業崗位數，抵消了奧密克戎變異株在今年初
對就業市場造成的衝擊。失業率為5.5%，環
比下降1個百分點，首度低於疫情前水平，
並已接近2019年5月5.4%的歷史低點。總工
作時間繼續回升，首次超過疫情前水平並創
下歷史新高。

就業增長普遍體現在各省、各個人口群
體中。其中增長較顯著的是住宿和食品服務
業，以及信息、文化和娛樂業。不過，55歲
以上人群的就業率仍然略低於疫情前水平。

加衛生部長杜克洛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未來仍然不確定，因為新冠病毒難以預測
。聯邦政府將繼續根據科學實證作出決定，
並基於病毒演變調整公共衛生措施。他表示
，經歷了兩年遵循個人防疫措施的加拿大人
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維護自己和彼此的安全。

從疫情曲線來看，加拿大整體上正擺脫第五波疫情。儘管各
項疫情指數處於明顯的下降通道，但目前4300多例的住院病例
數，仍與出現在去年上半年的第二、三波疫情的峰值非常接近。
截至 3 月 11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數約 335 萬例，死亡

37229例，尚有活躍病例近11.18萬例。最近7天的日均檢測陽性
率為12.6%。目前，加拿大全國總人口中的近85%已至少接種一
劑新冠疫苗，約81%實現全劑量接種。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表示，在未來幾週，保持感染率下
降仍是減少重症病例並保護脆弱人群的關鍵；為所有合資格但尚
未接種疫苗的人士進行接種也仍是衛生部門的首要任務。

烏克蘭戰事影響在荷蘭的俄羅斯人生活烏克蘭戰事影響在荷蘭的俄羅斯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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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衛生部長強調逐步開放
難民或引發新疫情？

綜合報導 圍繞解除防疫措施，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表示，意大利

必須要小心翼翼地逐步進行開放，慢慢解除防疫規定。此外，有專家指出，

烏克蘭難民在沒有防疫的情況下奔赴歐洲各國，恐將引發新一輪疫情。

據報道，針對此觀點，意大利衛生部科學顧問、國家高級衛生研究

所所長裏查迪解釋說，我們必須有遠見且理智地進行防疫。現在的目標

是防止新冠疫情在今年10月不重新反彈。

裏查迪表示，此外，有三個主要因素不允許我們取消所有防疫措施。首

先，新冠病毒目前的感染人數依然很多，也有許多死亡病例；其次，俄烏局

勢導致數以百萬計的未接種疫苗者正在遷移到歐洲；第三，非洲新冠疫苗接

種率低，如此低的疫苗保護率有助于新冠病毒新變種的産生。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俄烏局勢的突變，造成了低新冠病毒檢測率，

這意味著存在大量未檢測到的感染者。而且烏克蘭難民在逃難過程中條

件有限，人群擁擠，非常容易使病毒大規模擴散。再加上烏克蘭疫苗接

種覆蓋率低，更加大了大量人患嚴重疾病的風險。

米蘭薩科醫院傳染病主任馬西莫•加利指出，大量烏克蘭難民在沒

有任何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奔赴歐洲各國，恐將引發新一輪疫情。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5057例，死亡病例105例。

擔憂核電站泄漏
意大利民眾碘片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綜合報導 日前，歐洲最大核電站烏克蘭紮波羅熱核電站地區一座

訓練大樓發生火災，引發了對核泄漏的擔憂，意大利民衆紛紛前往藥店

購買碘片，導致碘片和碘補充劑等一度出現嚴重缺貨的情況。

據報道，羅馬藥店一位名叫瓦倫蒂娜的藥劑師介紹說，目前藥店碘

補充劑已經售完，人們對碘補充劑的需求非常反常。

瓦倫蒂娜說，最近幾天意大利的報道中並沒有關于法國或比利時對

碘的需求激增的消息，但仍有越來越多的意大利民衆踴躍購買碘片，這

已經引起專家注意。意大利健康專家警告，人們不要急于購買含碘補充

劑擅自使用，這樣很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另一位叫隆戈的藥劑師也建議，購買碘片的人除非得到醫生的建議

，切不可擅自服用。碘片雖然或可治療和預防輻射傷害，但在沒有必要

的情況下服用碘片，反而會增加甲狀腺機能亢進的風險。

意大利甲狀腺協會主席、核醫學和免疫專家馬塞洛· 巴尼亞斯科警

告說，不受控制地使用碘片可能會導致人體內碘的有害積累。在沒有醫

生建議的情況下服用碘片，過量的元素會産生副作用，如增加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發病率等。

報道稱，雖然意大利本身沒有任何活躍的核電站，但該國設有處理

放射性和核緊急情況的國家應急計劃。一旦周邊國家發生核電站事故，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將會立即啓動應急機制。若認爲有必要，意大利藥房

中的碘片庫存將由民防部或當地衛生當局分發。

基輔動物園4000只動物余糧不足難以撤離
因爆炸聲受驚還要打鎮靜劑

綜合報導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10天

內已有超過150萬名難民離開烏克蘭，越

境前往鄰國。盡管很多人撤離，但據外媒

報道，基輔動物園的員工和家人們選擇了

留下來照顧動物。因爲軍事衝突不僅威脅

著動物們的安全，而且該動物園有近4000

只動物難以撤離到其他地區。

動物園園長基裏爾· 特倫丁表示，動

物園正處于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基輔動

物園有大象、駱駝、大猩猩等近200個物

種4000只動物。由于動物可能受到爆炸聲

驚嚇或面臨突然襲擊，園方很難將這些動

物撤離到其他地區。另一方面，動物園的

食物只能夠維持10天左右，工作人員急需

考慮如何解決食物中斷問題。

據特倫丁介紹，工作人員和家人已經

在動物園裏生活了一周多時間。他們白天

在園內照料動物，晚上就躲進避難所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們必須仔細檢查是否

有動物受傷。”特倫丁說道。

據悉，目前襲擊沒有波及到動物園，

但衝突爆炸等給動物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工作人員不得不給大象和其他一些動物

注射鎮靜劑，或者將一些動物轉移到室內

圍欄內或者地下室。

特倫丁指出，目前只

有一些鳥兒因爲爆炸

聲受驚撞到籠子而受

傷，獸醫也在時刻

監測動物們的情緒

狀態，並在需要時

提供幫助。

在俄烏軍事衝

突不斷推進之際，

動物權益活動人士

敦促人們幫助烏克

蘭野生動物保護區

和動物園中的動物

。據外媒報道，日前，基輔以東的一個野

生動物保護區就開始行動，將園內的6只

獅子、6只老虎、2只獰貓和1只非洲野狗

裝載到卡車內，經兩天行程將它們安全送

往波蘭，由波茲南市的一家動物園收留照

看。

“運輸動物的人員（一名司機和三名

沒有照看野生動物經驗的老人）要避開一

些衝突區，導致他們不得不繞很遠的路，

甚至多次折返，因爲很多道路都被毀了，

到處都是洞坑。這就是爲什麽需要這麽久

才抵達邊境。”波茲南動物園發言人馬爾

戈紮塔· 喬迪拉說道。

但對于基輔動物園來說，撤離如此多

的動物似乎並不現實。工作人員表示，他

們留下來照看動物並盡可能地使動物們鎮

靜下來是目前最好的選擇。動物園在社交

媒體臉書上寫道：“動物園的工作人員

——管理員、獸醫、工程師等全天候在場

，確保所有動物都得到餵養和照顧。”

法國大選12人參選
唯一懸念是誰能進入第二輪“陪跑”馬克龍？

法國憲法委員會3月7日公布了最終

獲得候選人資格參加總統大選的名單，

共有12位候選人獲得了所需的500名議

員簽名支持，從而獲得了參選總統的資

格。在候選人登記截止日期前，法國總

統馬克龍最終以致全體法國人公開信的

方式，正式宣布參加2022年總統大選。

馬克龍在俄烏衝突中的表現使其獲得了

很大加分，在候選人登記截止後進行的

多項民調顯示，馬克龍的支持率大幅領

先所有其他候選人，唯一的懸念似乎變

成了誰能夠進入大選第二輪投票陪跑。

菲永余波導致佩克雷斯面臨困境
原本最有希望對馬克龍構成挑戰的

共和黨候選人佩克雷斯已經離進入第二

輪投票越來越遠了，最近多項民調結果

都表明，雖然佩克雷斯自俄烏衝突以來

，就不斷爲上屆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菲

永加入俄羅斯能源企業辯護，並試圖以

其不在競選團隊爲由與其切割，但她的

支持率依然止不住地下跌。除了菲永之

外，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也因接受與法國

AXA保險公司有關聯的俄羅斯保險公司

高達300萬歐元的咨詢合同受到調查。

鑒于菲永和薩科齊在共和黨內的位

置，以及黨內諸多大佬與俄羅斯之間說

不清楚的關系，佩克雷斯繼承了其無法

承擔的“政治遺産”。民調數據也顯示

，曾在2017年第一輪選舉投票給菲永的

選民中，只有43%將繼續選擇支持佩克

雷斯，而48%的選票將轉向馬克龍。

此次俄烏衝突再次暴露了共和黨危

機公關的能力不足，在 2017 年菲永的

“空饷門”中，就已經出現的這一問題

至今尚未解決，而在涉及共和黨“黨魁”

利益的情況下，共和黨展現出的“強硬”

甚至有些“死不悔改”的態度，也或將

影響佩克雷斯的選情。

然而，佩克雷斯並非沒有一戰之力，

從法國憲法委員會公布的議員支持簽名

人數來看，佩克雷斯在獲得黨內支持的

情況下，所獲得的議員支持人數最多。

並且，民調數據也顯示佩克雷斯的選民

在第一輪投票中的確定性僅次于馬克龍的

選民。在當前民調顯示依然有超半數民衆

可能在最後一刻確定選票將投給誰的情況

下，共和黨在地方層面所累積的優勢及此

次在投票動員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或將爲

佩克雷斯帶來最後一絲機會。

極右翼會變得更分裂還是更團結？
一個月前，法國媒體曝出極右政黨國

民聯盟黨魁瑪麗娜· 勒龐的侄女、衆人眼

中國民聯盟下一任接班人瑪麗昂-馬雷夏

爾· 勒龐或將轉向支持另一位極右候選人

澤穆爾的消息，此後相關消息甚囂塵上。

這或許也解釋了澤穆爾在最後10天獲得了

超300名議員的簽名支持，從而能夠最終

達到500名議員簽名的候選人資格要求。3

月6日，澤穆爾在土倫舉行其政黨“收複

失地”的集會，瑪麗昂-馬雷夏爾· 勒龐在

會上正式宣布與澤穆爾“結盟”。

瑪麗昂-馬雷夏爾· 勒龐的轉向也與

國民聯盟近年來爲實現所謂的“去妖魔

化”有關，在其“去妖魔化”過程中，

受到了很多原極右翼支持者的批評，尤

其是在俄烏危機之後，瑪麗娜· 勒龐甚至

改變了極右翼一直以來抵制難民的態度

，表示“就地區團結而言，歐洲國家可

以歡迎來自歐洲國家的戰爭難民，這是

很自然的”。並且，瑪琳娜· 勒龐之前與

其父親的切割也使得傳統極右翼選民認

爲她正在遠離傳統極右翼的價值觀，從

而將選票投向其他候選人。

部分法國學者認爲，瑪麗昂-馬雷夏

爾· 勒龐此舉或更多瞄准的是在總統選舉

之後的立法選舉，以此讓極右政黨獲得

更多的議席。但筆者認爲，此舉除了立

法選舉之外，更多是爲了目前的總統選

舉。在當前佩克雷斯深受共和黨幾位

“大佬”之累的情況下，不論是瑪麗娜·

勒龐還是澤穆爾進入第二輪投票，在國

民聯盟“自帶流量”的瑪麗昂-馬雷夏

爾· 勒龐都可以引導自己的支持者把票投

給勒龐或者澤穆爾，從而使因澤穆爾橫

空出世而呈現分裂的極右翼再次團結在

一起，對馬克龍形成真正的挑戰。

內耗嚴重的左翼政黨難以形成合力
在未能獲得500名議員簽名支持後，法國

前司法部長克裏斯蒂安娜· 陶比拉（Chris-

tiane Taubira）失去了候選人資格，但這卻給

了左翼團結在一起的機會。在1月舉行的左

派所謂“大衆初選”中，不論是傳統左翼

社會黨的伊達爾戈，還是在極左翼有著巨

大影響力的“不屈的法蘭西”候選人梅朗

雄都未能獲勝，勝出的是前司法部長陶比

拉。她根據所謂“羅曼維爾誓言”提出了

共同左翼總統候選人資格的倡議，但卻遭

到了所有人的反對，在她最終未能獲得候

選人資格後，轉向支持梅朗雄。

從公布的名單來看，除去馬克龍這位

出身左翼但聲稱“非左非右”的候選人外，

有6名左翼或極左翼候選人。在意識形態

上，“工人鬥爭”、“不屈的法蘭西”、法國

共産黨和新反資本主義黨都有著極爲相近

的特征，甚至傳統左翼的社會黨在部分價

值觀問題上，也與這四個政黨有著相似之

處，嚴重的內耗導致了左翼選票極爲分散

，即使是傳統左翼的社會黨也深受其害。

盡管“一個團結的左翼”一直是各左

翼候選人所希望的，但所有左翼候選人都

不甘居于人後，社會黨候選人伊達爾戈和

綠黨候選人雅朵甚至組成了“反梅朗雄聯

盟”，通過诋毀梅朗雄此前的一些言論，

以期從中獲利。如果左翼能夠真正做到團

結，或能憑借其長期以來在地方層面的

影響力，形成一支對傳統右翼和極右翼

帶來挑戰的力量，但不論是從法國的傳

統還是從當前的民調來看，傳統左翼和

極左翼想要在短時間內形成合力，並在

大選中有所突破依然很難。

被烏克蘭外長“揪住不放”
殼牌公司為購買俄羅斯打折石油“道歉”

綜合報導 歐洲最大的能源

公司——殼牌公司（Shell）宣

布，計劃將最近購買俄羅斯原

油所獲得的利潤捐贈給一個幫

助烏克蘭難民的基金。報道稱

，這一決定是在烏克蘭外交部

長庫列巴對提出尖銳批評後做

出的，然而，殼牌公司的購買

行爲並未違反任何西方制裁。

據悉，殼牌公司通過其官方

推特賬號發表聲明稱：“我們將

把從我們必須購買的有限數量的

俄羅斯石油當中獲得的利潤放入

一個專用基金。我們將在未來幾

天和幾周內與援助夥伴和人道主

義機構合作，確定這筆資金的最

佳用途，以減輕這場戰爭對烏克

蘭人民造成的可怕後果。”

報道介紹，上周五，這家

石油巨頭從俄羅斯購買了10萬

噸烏拉爾原油。因爲許多國際

公司由于俄烏衝突而回避俄羅

斯石油，這筆交易創下了有記

錄以來的最大折扣。

殼牌公司補充稱，它一直

在“與各國政府進行緊張的談

判，繼續遵循他們在供應安全

問題上給予的指導，並敏銳地

意識到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地應

對這一困境。”

殼牌公司表示：“我們將

盡可能地繼續選擇俄羅斯石油

的替代品，但這不可能在一夜

之間實現，因爲俄羅斯對全球

供應至關重要。”

報道稱，本周早些時候，殼

牌公司宣布計劃退出與俄羅斯國有

天然氣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

公司及其相關實體的合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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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性“悅己”消費理念不斷提升
助推消費提質擴容

綜合報導 “我覺得婦女節最大的

意義是，能夠讓女性積極向上狀態和

拼搏的精神被看見，而不止是簡單地

過節。”在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

”這天，“80”後陳賽的工作行程依

然安排得很緊湊。在她看來，當代女

性更獨立，更自信，時代賦予婦女節

的意義在改變。

陳賽告訴記者，很多商家以“女

神節”爲噱頭，進行“她經濟”商品

打折促銷。“而且很多單位很重視，

會組織很多有意義的精神文化活動，

或者是給女性員工放假，讓女性的地

位有提升和被看見。”陳賽認爲，相

比較上一輩的長輩來說，現在，大家

把這個節日過得更加豐富多彩。

當日，記者在山東濟南多個商場

看到，很多衣服、鞋帽、護膚品、首

飾品牌均推出了關于“女神節”的促

銷活動。在今年32歲的趙楊看來，女

性的消費新風向是大家更願意爲自己

開心的事情去買單。“而不是像之前

一樣，一味地爲家庭付出了，也會做

一些取悅自己的事情。然後，女性的

狀態，也會更多的關注自己，這是一

個非常好的現象。”

“給自己買一束花，獎勵自己一

個喜歡的包包，或者是給自己報名瑜

伽班、買書等。”趙楊告訴記者，她

注意到，身邊朋友的社交朋友圈中，

她們更願意稱呼“婦女節”爲“女神

節”。相對比此前的“女爲悅己者容

”，當代女性的消費觀念更注重讓自

己開心，“悅己型”消費理念不斷提

升。而且，對于商家的促銷活動，女

性更注重實用性，也更加健康。

婦女節除了“買買買”的打開方

式，趙楊認爲，當代生活節奏較快，

節日能帶來一些儀式感。“婦女節的

儀式感更特殊，它提醒我們要重視自

己。”趙楊說，她更希望，女性可以

把節日的儀式感融入到日常的緊張的

工作生活中去，讓自己有一個輕松愉

快的狀態。

根據濟南本地一家媒體公布的

“她經濟”指數，隨著中國女性社會

經濟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上升，

女性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發揮自

己的“女子力”，把“愛自己”放入

重要的價值排序，女性用戶成爲推動

消費體質擴容的中堅力量。

根據數據指數顯示，女性消費力

在“傳統賽道”的煥新和新機會創造

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除了服裝鞋履

、化妝品、珠寶首飾等傳統女性消費

品牌外，互聯網遊戲、汽車等處于女

性“低參與度”的行業和品牌，也開

始探索女性消費市場，並産生了一系

列聯動效應，以應對新消費升級和行

業內卷。

日媒：對俄能源製裁令日本面臨兩難，日官員稱政府內部要求謹慎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政府

正在圍繞探討禁止進口俄羅斯原

油一事與美歐各國交換信息。日

媒指出，盡管國際上針對俄羅斯

的“包圍圈”正在加強，但日本

的能源依賴從外國進口，在與保

持穩定采購之間面臨艱難抉擇。

美歐企業接連宣布退出日本在俄

遠東薩哈林地區參與的石油天然

氣開發項目，而日方正謹慎討論

相關應對措施。

共同社稱，日本3.6%的進口原

油、以及8.8%的液化天然氣（LNG

）來自俄羅斯。日本政府此前在推

動采購源頭多元化的過程中，對于

相對中東等地距離更近且資源豐富

的俄羅斯頗爲重視。

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一7日在

記者會上，將能源的穩定采購定位

爲“應最大限度維護的國家利益”

，但關于今後的動向，僅稱“將與

國際社會攜手妥善應對”。

日媒指出，美歐各國在對俄

制裁方面行動迅速：美國石油巨

頭埃克森美孚和英國石油巨頭殼

牌已分別宣布，將退出俄遠東的

資源開發項目“薩哈林1號”和

“薩哈林2號”。

日本經濟産業大臣萩生田光

一7日在國會答辯時表示，在原油

的需求結構變得不穩定的情況下

，作爲采購源頭的“薩哈林1號”

對日本而言是重要設施，而“薩

哈林2號”作爲液化天然氣的采購

源頭也不容小觑，日本政府內部

要求謹慎討論避免倉促決策的呼

聲也十分強烈。

日媒指出，要確保對俄經濟

制裁實際有效，日方與美歐各國

的協調將成爲課題。美歐如果決

定全面禁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等

措施，日本或也將被迫采取比當

下更爲嚴厲的制裁措施。

此前，在俄羅斯宣布對烏克蘭采

取特別軍事行動的第二天（2月25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稱：

“我們強烈要求俄羅斯即刻撤軍

，遵守國際法。我們將與七國集

團爲首的國際社會密切合作，強

化制裁措施。”當時岸田公布的

對俄追加制裁措施包括：停止向

俄羅斯個人和團體發放簽證；凍

結俄金融機構資産；進一步限制

面向俄羅斯軍隊相關機構的出口

和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通用産品出

口。

而俄羅斯駐日本大使加盧津

隨後在記者會上表示，對于日本

追加對俄制裁一事，俄方將采取

“重大反制裁措施”，並稱日方

態度將損害兩國關系，以及對千

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問題

的解決産生影響。

韓國年輕人參與
新型藝術品投資熱情高

綜合報導 韓國一家本土拍賣機構7

日說，韓國經由線上平台購買少量標志

性藝術品股份的投資者中，約四成是年

輕人。

韓聯社以韓國線上藝術品投資拍賣

平台Sotwo爲消息源報道，數據顯示，在

“入股”購買價格不低于 1000 萬韓元

（約合5.1萬元人民幣）的單件藝術品的

客戶中，40%是二三十歲年輕人。

Sotwo允許個人以1000韓元（5.1元

人民幣）起價購買特定藝術品的股份，

在藝術品轉售時獲得收益。依照這家企

業的說法，它的年輕買家已經投資了一

些韓國知名藝術家的畫作，比如，二三

十歲投資者參與集體購

買某位韓國藝術家作品

的比例達到50%；30多

歲買家在全部投資者中

占比43%。

不只是Sotwo，首爾

拍賣行、K拍賣行等韓

國本土拍賣機構也紛紛

涉足新平台業務。

Sotwo說，年輕人對

多元化投資組合和投資

先前只有富人才能涉足

的領域感興趣，這成爲

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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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如登山 高水平穩就是進
李
克
強
：

談今年經濟增速 看似放緩分量更重

兩兩會會聚聚
焦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

會報道）“實現 5.5%左右的增

長，這是在高水平上的穩，實質上就是

進，是不容易的，必須有宏觀政策支

撐。”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在十三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表

示，2022年加大財政支出進度，實施退稅

減稅降費，還配套金融、就業等多項舉

措，來支持實現5.5%左右經濟增長。他強

調，“2022年採取的舉措不僅是應對短期

的，也是立足當前、着眼長遠的，決不預

支未來，是可持續的。”

��( 記 者 會總理

今年提前退稅予企業1.5萬億以上 效果好將加碼政府工作報告將2022年經濟增速目標設定為
5.5%左右。李克強在總理記者會上表示，

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已達到110多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2022年繼續增長是在高基數上的
增長。從世界範圍來看，這麼大的經濟體要保持
中高速增長，本身就是很大的難題。

今年經濟遇新的下行壓力
李克強說，2022年中國經濟確實遇到新的

下行壓力和挑戰，“且不說各種複雜環境變化、
不確定因素增多，本身要實現5.5%增長目標，
帶來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量就相當於一
個中等國家的經濟總量。十年前中國經濟總量還
是50多萬億元，增長10%，增量有六七萬億元
就可以，而2022年得要有九萬億元的名義GDP
增量。”

應對新挑戰預留政策空間
“這就好像登山，如果你要登1,000米的

山，想爬10%，那100米就可以。如果你要登
3,000米的山，想上5%，那就是150米。而且條件
也變了，越往上氣壓越低、氧氣越少，看似速度放
緩了，實際上分量更重。”李克強進一步解釋道，
因為2020年基數低，2021年完全有可能實現8%
乃至更高的增長，但還是確定當年經濟增長6%以
上（的目標），“‘以上’是開了口子，樂見其
成”。

李克強表示，2021年有可能實現8%以上經
濟增長，但將增速目標設為6%以上，宏觀經濟
政策包括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都是圍繞6%
以上這個標杆進行的，使得赤字率降低，宏觀槓
桿率穩中有降，為2022年應對新的挑戰預留了
政策空間。

李克強表示，2022年經濟要實現5.5%左
右增長，必須有宏觀政策支撐。比如財政政
策，2022年赤字率從3.2%降至2.8%，赤字規
模減少2,000億元，但加大了財政支出力度，
資金來自近兩年可用未用、結存的中央特定
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的利潤，以及財政預算
穩定調節基金，新增支出規模不小於2萬億
元。增加的（財政支出）規模主要用來減稅
降費，特別是退稅，“這相當於給登高山的
人輸氧”。此外，還有配套的金融、就業等
多項舉措。

着眼長遠 決不預支未來
“2022年採取的舉措不僅是應對短期的，

也是立足當前、着眼長遠的，決不預支未來，是
可持續的。”李克強強調，中國還有應對氣候變
化、收入差距、債務等眾多問題，都需要在中長
期過程中、包括2022年去有力地應對，有關方
面的措施都在安排部署。中國現代化還是一個長
期的過程，需要在這個過程中用發展的辦法來解
決發展中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兩會報道）今年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22年實施新的組合式稅
費支持政策，堅持階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結
合，減稅與退稅並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
日在記者會表示，相比減稅降費和投資等其他措
施，企業普遍反映退稅來得最快、來得最好。今
年把退稅頂在前面，對市場主體類似於先繳後返
的稅額，採取提前退稅的辦法，一次性把留抵稅
額退給企業，規模在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以上。如果效果好，還會加大力度。

施肥還得要施到根上
“從我們這幾年的實踐看，減稅降費效果最直

接。”李克強表示，去年他到東部地區與企業家座談，
了解到企業運行遇到困難，希望國家再出台一些宏觀
支持政策。他當時稱，中央政府的政策儲備是有的，
但需要集中使用。有三項選擇，但只能三選一：一是
大規模投資，也許企業可以得到訂單；二是發放消費
券，可能會直接刺激消費；三是給企業減稅降費，穩
就業、促投資消費。企業家普遍選擇減稅降費，因為
這是最直接、最公平、最有效率的。“從今年我收到
的有關報告看，普遍把減稅降費作為對政府宏觀政策
的第一個期待。施肥還得要施到根上，根壯才能枝繁
葉茂。”

對外界擔心減稅降費邊際效應遞減，李克
強表示，2022年實施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是退稅
和減費並舉，規模2.5萬億元，與2020年經濟受
衝擊最嚴重時的規模差不多，而且調整了結
構，把退稅頂在前面，按照稅制的設計，對市
場主體類似於先繳後返的稅額，採取提前退稅
的辦法，一次性把留抵的稅額退給企業，規模
1.5萬億元以上，“如果效果好，我們還會加大
力度”。

6月底前優先退稅小微企
李克強稱，退稅優先考慮小微企業，因為小微

企業量大面廣，支撐的就業人口多，而且現在是他
們資金最緊張、最困難的時候，所以要在今年6月
底以前，把小微企業的留抵稅額一次性退到位，把
製造業、研發服務業等一些重點行業的留抵稅額在
年內全面解決，對小微企業的增量留抵退稅逐月解
決。李克強稱，他參加政協討論時，有企業家委員
稱相比減稅降費和投資等其他措施，退稅來得最
快、來得最好，退稅等於是給企業直接發現金、增
加現金流，是“及時雨”。

“退稅降費是在做減法，但實質上也是加法，
因為今天退，明天就是增，今天的減，明天就可能
是加。”

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京閉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與中新社報道：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圓滿完成各
項議程後，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
正、王岐山和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閉幕會並在主席
台就座。會議應出席代表2,951人，出席2,758人，
缺席193人，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

會議經表決，通過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
關於政府工作報告、關於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
劃、關於202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2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
告、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關於最高人民檢
察院工作報告的六個決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地方各

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決
定，通過了關於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
題的決定，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十四屆全國
人大代表的辦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十四屆全國
人大代表的辦法。

人民越來越認識到人代制度優越性
隨後，主持閉幕會的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發

表講話。他表示，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工作取得了
新的成績。這從根本上得益於幾方面，包括全面貫
徹習近平關於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
思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憲法核心原則、堅持國家
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依法正確行使權力和履行職

責，以及着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

栗戰書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在黨的理論史上形
成了完整系統的人大制度理論。在新的奮鬥征程
上，必須深入學習和認真貫徹這一全新政治制度理
論，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牢牢把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
掌握在人民手中。

栗戰書表示，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體現在
國家政權組織形式上，就是人民通過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行使國家權力。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
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
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作用，保證人

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
保證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
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
務。

栗戰書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根本
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
部分，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
人民從國家快速發展變化中越來越清楚地認識
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和
強大生命力。要切實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特
點和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推動人大制度和運行機
制更加完善更加定型，有效保證國家沿着社會主
義道路前進。

◆◆李克強總理昨日在記者會上說李克強總理昨日在記者會上說，，中央政府每天都在關注着香港的疫情中央政府每天都在關注着香港的疫情。。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
報記者馬靜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
昨日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
堂三樓金色大廳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外記者
提問。李克強表示，當前，香港新冠疫情形
勢嚴峻，特區政府依法決定推遲第六任行政
長官選舉，集中精力抗疫，我們充分理解和
支持。中央政府每天都在關注着香港的疫
情，十分惦念香港市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特區政府要負起抗疫的主體責任，中央政府
會全力支持抗疫。

李克強說，我們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
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針，特區政府換屆將嚴格依照基本
法相關規定進行。希望特區政府團結帶領香
港各界人士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鞏固
好、提升好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三大
中心地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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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動疫苗接種重點工作
加快院舍外展接種工作

◆已為超過970間院舍近4萬名院友接種第一針病苗，未來
一個多星期為餘下約130間院舍適合院友最少打第一針

◆完成所有院舍院友打第一針後，繼續推動接種第二針和
第三針

◆外展醫療機構或組織由5間增至16間，動員超過720名
醫護人員參與

◆外展醫護團隊有社署人員跟隨，並透過協調中心與院舍
直接聯繫

加強為兒童接種疫苗
◆加強與學校聯繫，提供多元化及方便的接種途徑
◆目標在一個月後將兒童接種率由現時五成提高至九成

加強社區外展接種服務
◆正籌劃為行動困難需居家服務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
上門外展接種服務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抗疫記者會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一成家屬反對院舍“老友”打針
第五波共1893“院友”染疫亡 專家：接種保護長者本身

第五波疫情肆虐，累計已造成

3,231人離世，當中1,893名死者是院

舍院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1

日指出，現仍有30萬名70歲或以上長

者未接種第一劑疫苗，長者接種率偏低

造成死亡個案上升。香港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直言，不少院友家屬阻撓，

至今仍有約一成家屬反對為院舍長者打

針，呼籲他們回心轉意，加強對自己以

及其他院友的保護。香港大學感染及傳

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直言，港香第五波

疫情死亡率特別高，原因之一是長者疫

苗接種率低。有院舍負責人坦言，部分

院友家屬拒絕打針的觀念根深蒂固，但

強調接種疫苗確可減低院舍爆疫的風

險，保護長者本身，呼籲大家支持、鼓

勵院友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夏寶龍：港抗疫勿鬆懈 做好長期作戰準備

��(���

香港11日新增29,381宗確診，包括18,884
宗核酸檢測本地個案及4宗輸入個案，及

10,493宗經快速測試陽性平台呈報個案，第五
波疫情累計個案已超過63.4萬宗。

死亡個案數字繼續在高位徘徊，11日有
196名患者在公立醫院離世，年齡介乎24歲至
107歲，當中有185人為65歲或以上長者，有
113人來自院舍，有148人沒有新冠疾苗的接種
紀錄。另因數據滯後，上月28日至本月9日有
98宗新冠患者死亡個案於11日才呈報，令第五
波疫情的死亡人數共增加294人至3,231人，死
亡率由前日的0.49%上升至0.51%。死者年齡中
位數為85歲，近96%為60歲或以上長者，有
90.7%未接種或未完成接種新冠疫苗。

累計731安老院爆疫 逾2.3萬院友中招
院舍亦持續爆疫，11日再多9間安老院舍

及4間殘疾人士院舍中招，共有262名院友及33
名職員受感染。第五波疫情至今，全港已有731
間，即91%安老院舍曾出現感染過案，累計約
23,400名院友染疫，佔全港安老院舍院友的
31%，約6,100名員工確診，佔全港安老院舍員
工的20.4%。

特首：本地長者接種率偏低
林鄭月娥11日在抗疫記者會上表示，特區

政府去年2月開打疫苗，惟本地長者接種率相
對內地、新加坡以至歐洲城市都偏低，故第五
波疫情下，超過90%死亡個案都是未有接種或
未完成疫苗接種的長者。

羅致光亦直言，在院舍疫苗接種上有不少

困難。特區政府去年底努力推動有關工作，約
有兩成院友家人反對居於院舍的長者接受醫生
評估，就算經評估適合打針，亦有超過三成院
友家屬也反對讓長者接種。現時院舍大爆發，
雖然情況好轉，但仍然有一成家屬反對打針。

他強調，因院舍屬共同生活環境，長者接
種疫苗除加強本身的保護外，亦能保護其他不
適合接種疫苗的院友，呼籲該一成反對長者接
種的院友家屬回心轉意。

何栢良11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香港第五
波疫情至今的死亡率明顯高於其他中高收入城
市，原因之一是長者疫苗接種率低，另一原因
是院舍長時間無適當支援。

何栢良指出，部分院舍長時間爆疫，卻未
獲得到位支援，醫管局老人科外展隊未能派員
處理，私家醫生亦因錯誤理解而選擇不提供外
展服務。他說：“有不少臥床長者留在急症室
未能正式入院，一些症狀輕微至中等呈度的病
人又出不到院，佔用病床，便可能出現延誤治
療致死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兩會剛剛閉幕，11日上
午，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北京以視頻會議方式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第八次協調會。夏寶龍在聽取專班各工作組匯
報後表示，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和其他
中央領導同志紛紛表達對香港疫情的關心，這對
我們進一步做好支援香港抗疫工作是巨大的鼓勵
和鞭策，專班全體人員要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
部署，扎實推進各項工作，在已經取得的成效基
礎上，繼續加大力度，全力實現盡快穩控疫情的

目標。
夏寶龍指出，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中央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香港好。香港在第五波疫情初
期爆發後，中央果斷決策，於2月16日成立內地
支援香港抗疫專班，中央有關部委近百人在深圳
集中辦公，廣東省和深圳市有超過160人直接參
與專班工作。正是由於各有關方面以超常的速
度、效率，夜以繼日地勤奮工作，才為香港抗疫
提供了強有力支持和援助，也進一步增強了香港
社會戰勝疫情的信心。

夏寶龍強調，目前香港疫情還處於高位平台
期，形勢仍嚴峻複雜。要加強對疫情形勢的全
面、科學、精準研判，既不能急躁，也不能鬆
懈，始終保持冷靜頭腦，堅持底線思維，做好長
期作戰的思想和工作準備。要深入了解和把握香
港實際情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像“扎針灸”
一樣更加精準、到位。要持續支持特區政府擔起
主體責任，切實發揮組織領導作用，特別是在強
化部門間統籌協調、全力提升救治能力、改善中
央援港物資派發和統籌用好中央援建隔離設施等

方面不斷改進工作。要進一步動員社會力量參與
抗疫，大力宣傳抗疫中湧現的好人好事，不斷匯
聚同心抗疫的強大正能量。要始終繃緊鬥爭這根
弦，對各種干擾破壞活動堅決依法處置，對各種
抹黑詆毀言行予以深入揭批，決不允許其干擾香
港抗疫工作大局，決不允許其破壞社會穩定大
局。要持之不懈抓落實，對既定的決策部署、工
作方案建立台賬一項一項加以完成，對遇到的困
難想方設法加以克服，奮力奪取香港抗疫鬥爭新
勝利。

“今日我院舍有個八十幾歲
‘後生女’，本來終於同意打
針，約咗醫生來，又臨時堅決拒
絕打疫苗，（佢）話幾十歲都係
‘唔冒險’（打針），真係好無
奈。”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行委

員李輝直言，安老院舍長者大多是80歲至超過100
歲，不少生活不能自理，部分害怕接種疫苗會“影
響身體”，預計院舍剩下兩三成仍未接種疫苗長者
及其家屬，無論政府怎麼鼓勵也很難同意打針。她
強調，據她所見，長者接種疫苗後的確可以減低院
舍爆疫的風險，即使不幸受到感染，已打針的長者
病情亦較沒有打針的長者輕，呼籲大家接種疫苗。

長者接種可減院舍爆疫風險
李輝旗下有多間安老院舍，其本身亦是傳染科醫

生。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早前受修例

風波影響，打疫苗也被政治化，令部分家屬拒絕讓長
者接種。加上早前媒體一再報道一些死亡個案曾接種
疫苗，令“疫苗不安全”的錯誤觀念成為長者和他們家
屬的第一印象，導致院舍長者初期接種疫苗率僅兩
成，引發目前大批長者染疫，甚至引發併發症死亡的
悲劇。

她表示，過去一個月，大部分長者和家屬也明白
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令院舍長者接種率已直線上升至
超過七成，而仍未打針的長者，大部分也沒自主能
力，須獲得家人同意才能接種，惟這些家屬大多仍根
深蒂固地受政治立場影響，堅決反對長者接種。

李輝認為，政府若一開始強制所有長者接種疫
苗，就不會出現目前死亡率飆升的情況，現已難挽
回院舍長者連環染疫的悲劇。不過，她強調長者接
種疫苗後的確可以減低院舍爆疫的風險，即使不幸
受到感染，已打針的長者病情亦較沒有打針的長者
輕，呼籲大家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安老業：家屬拒長者接種
行為被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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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港鐵青衣站U2層機場快線大堂非付費區開闢的科興
疫苗接種中心於11日啟用，有已預約接種的市民到場打
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1日疫情

公院情況

院舍情況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新增確診：
29,381宗

（核酸檢測本地個案：
18,884宗

快速測試本地個案：
10,493宗

輸入個案：4宗）

•新增死亡：196宗（2月28日至3
月9日，另有98宗未及公布）

•危殆個案：79宗
（76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嚴重個案：122宗
•第五波確診個案：634,169宗
•第五波死亡個案：3,231宗

（死亡率0.51％）

◆第五波累計有13,311名醫管局員工染疫，當中5,786人已復工
◆約80名病人經入院篩查或院內檢測確診，約120名同房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伊利沙伯醫院轉為定點醫院接收新冠病人，已安排一半原有病人出院或轉院，其
餘會陸續安排

◆多13間院舍有確診個案，9間為安老院舍，4間為殘疾人士院舍，共涉及
262名院友和33名員工

◆第五波累計共731間安老院舍有確診個案，涉及23,400名院友和
6,100名員工，分別佔全港相關人數的31%及20.4%
◆第五波累計共253間殘疾人士院舍有確診個案，涉及6,380名
院友和2,350名員工，分別佔全港相關人數的35%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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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66日在休斯頓市政府廣場前日在休斯頓市政府廣場前
數百人聲援烏克蘭的活動數百人聲援烏克蘭的活動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俄烏戰爭持續至今俄烏戰爭持續至今1212天天，，已經造成嚴重死傷已經造成嚴重死傷，，全球各地紛紛都有響應聲援烏克蘭全球各地紛紛都有響應聲援烏克蘭
的遊行活動的遊行活動，，33月月66日日（（星期日星期日））下午下午33時時，，在休斯頓市政府廣場前在休斯頓市政府廣場前，，聚集著數百人聚集著數百人，，
高舉高舉StandWithUkraineStandWithUkraine布條布條，，數個社團和民間組織數個社團和民間組織、、人道團體聚集一起人道團體聚集一起，，呼籲正義與呼籲正義與
和平和平，，集資援助等行動集資援助等行動。。

活動由休斯頓烏克蘭美國文化俱樂部發起活動由休斯頓烏克蘭美國文化俱樂部發起，，駐休斯頓烏克蘭總領事館駐休斯頓烏克蘭總領事館，，台灣同鄉會台灣同鄉會
及越南團體和香港社團及越南團體和香港社團、、波蘭波蘭、、白俄羅斯及立陶宛等各個代表不同國家的組織共襄盛舉白俄羅斯及立陶宛等各個代表不同國家的組織共襄盛舉
，，現場有許多民眾自製標語現場有許多民眾自製標語，，披著烏克蘭藍黃色旗子披著烏克蘭藍黃色旗子，，手持鮮花表達反對戰爭手持鮮花表達反對戰爭，，並譴責並譴責
俄國炮火對孩童及婦女攻擊俄國炮火對孩童及婦女攻擊，，並要求西方和北約領導人在烏克蘭建立並要求西方和北約領導人在烏克蘭建立no-fly zoneno-fly zone
(NFZ)(NFZ) ““禁飛區禁飛區“。“。民眾表達對烏克蘭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勇敢人民的支持民眾表達對烏克蘭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勇敢人民的支持。。

活動中也為該場戰爭中失去生命及受害者舉行默哀活動中也為該場戰爭中失去生命及受害者舉行默哀，，烏克蘭總領事烏克蘭總領事 Vitalii TarasiukVitalii Tarasiuk
指出在危機中最可怕的是保持冷漠和中立指出在危機中最可怕的是保持冷漠和中立，，感謝大家勇敢站出來感謝大家勇敢站出來，，聚在一起為他的家鄉聚在一起為他的家鄉
發聲發聲，，在普丁政權的侵略之下死傷民眾不斷增加在普丁政權的侵略之下死傷民眾不斷增加，，同時他也呼籲各國援助烏克蘭武器同時他也呼籲各國援助烏克蘭武器，，
烏克蘭的人民已準備為防禦守護自己的領土而戰烏克蘭的人民已準備為防禦守護自己的領土而戰。。德州聯邦參議員德州聯邦參議員Ted CruzTed Cruz派代表出派代表出
席並宣讀日前和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席並宣讀日前和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Volodymyr Zelensky））交談後發表交談後發表
的聲明的聲明，，關注並和烏克蘭站在一起關注並和烏克蘭站在一起。。

越南社區代表越南社區代表 Jimmy NguyenJimmy Nguyen 致詞坦言致詞坦言，，自自19701970年代遷移到休斯頓年代遷移到休斯頓，，不是他個人不是他個人
的選擇而是因為戰爭的選擇而是因為戰爭，，他透露因為殘酷的戰爭他透露因為殘酷的戰爭，，造成他十幾個兄弟從來沒有相聚過造成他十幾個兄弟從來沒有相聚過，，約約
5050年前發生在越南的侵略戰爭現今發生在烏克蘭年前發生在越南的侵略戰爭現今發生在烏克蘭，，所有在休斯頓越南人都感同身受所有在休斯頓越南人都感同身受，，決決
定站出來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定站出來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台灣同鄉會由名譽會長宋明麗和僑務委員陳建賓偕會員們出席活動台灣同鄉會由名譽會長宋明麗和僑務委員陳建賓偕會員們出席活動，，會長陳逸玲台會長陳逸玲台
上致詞上致詞，，向現場民眾指出向現場民眾指出，，全球在經過疫情肆虐全球在經過疫情肆虐，，現今又面臨戰爭現今又面臨戰爭，，這不僅是烏克蘭的這不僅是烏克蘭的
事事，，世界上每個人都將擔心世界上每個人都將擔心，，接下來會是那裡接下來會是那裡？？這不是人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不是人我們的生活方式，，孩子不應該孩子不應該
受傷受傷；；應確保每個人的權利應確保每個人的權利，，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目的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目的，，支持烏克蘭支持烏克蘭，，希望每個人都明希望每個人都明
白白，，自由自由，，和平和愛讓世界團結在一起和平和愛讓世界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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