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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增購美油印度增購美油、、德民眾支持每週無車日德民眾支持每週無車日
（中央社新德里/柏林19日綜合外電報導）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引發買俄國石油恐資助戰爭
疑慮。印度官員說，印度今年採購美國石油量將
增11%。民調顯示，不少德國人支持每週一天
無車日來降低對俄國石油依賴。

印度能源短缺問題嚴重，因此努力向全球產
油國取得供應，包括因2月24日發動侵略烏克
蘭而受到國際嚴厲制裁的俄羅斯。

然而，新德里長期和莫斯科保有政治和安全
友好關係，招致西方批評。有些人說，繼續與俄
國做生意，就是資助它打仗。

一名聽取過相關事務簡報的印度官員今天告
訴路透社，印度目前採購的石油大部分來自中東
，但美國已成為第4大供應國，且今年供應量將

顯著成長。
印度石油供應23%來自伊拉克，其次沙烏

地阿拉伯占18%，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占11%。
這名官員指出，美國石油占比今年將上升至8%
。為遵守印度政府政策，這位官員要求匿名發言
。

俄羅斯原本在印度石油市場份量不重，但自
從遭到制裁後，便兜售折價石油來緩和財務衝擊
。

印度最大煉油企業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Corp.）近期透過投標，訂購了300萬桶俄羅
斯石油。印度斯坦石油公司（Hindustan Petro-
leum Corp）也已訂購200萬桶俄國石油，預定
5月交貨。

俄烏衝突引發油價飆漲，恐怕會刺激印度
通貨膨脹升溫、造成財政吃緊，並可能傷害正
努力擺脫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防
疫封鎖影響的印度經濟成長。

另一名印度官員針對向俄羅斯採購石油的
決定提出辯護。他說，印度歡迎石油銷售的出
價競爭，包括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尤其考量到
目前全球油價大漲。

這名官員還表示，歐洲國家仍繼續進口俄羅
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因此不該要印度停止這麼做
。

不過，根據18日公布、德國民調機構Civey
替德國電視新聞台 「世界」 （Welt）所做的民調
，48%德國民眾支持把每週日訂為無車日，來協

助減少向俄羅斯採購石油；但也有46%民眾反
對。

德國2月汽油和柴油價格較一年前幾乎上漲
達26%。德國進口的石油當中，逾30%來自俄
羅斯。

((路透社路透社))

AA11

12042

Sunday, 3/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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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land was ranked as the world’s
happiest country for the fifth year in a
row followed by Denmark and
Iceland. They are not only
economically developed, the
population is not large and the
national temperatures are very high.

As the old saying goes, you just can’
t compare person-to-person today.
When we open the world map, the
war in Ukraine is terrible Climate
change has caused natural disasters
everywher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slowed down, but is still attacking
a lot of countries. Health experts are
asking people to take a fourth shot
soon.

We really need to urge the leaders of
all nations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especially the U.S. and China. Unless
we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the world
will continue to suffer.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Came To

Visit

We were so honored that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Cagle came to
visit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nd the
Southwestern District last Tuesday.
We toured the Chung Tai Center and
the Tzu Chi Buddhist Temple and the
Hope Clinic. Commissioner Cagl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how the new
immigrants and pioneers have built
this community to become a very
prosperous area in the city of
Houston. The Buddhist Center has
become the spiritual center for our
community.

To be honest, there are not many
politicians like Commissioner Cagle.
He spent half of the day with us and
brought members of his staff to find
out what he can do for us. One of his
promises is to build an Asian pagoda
in the park to promote Asian culture,
creativity and tourism.

We are so glad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 elected commissioner has
given us such promises. We will wait
and se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all of us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go out and vote. This is the only
way we can speak out and let our
voices be heard.

0303//1919//20222022

WorldWorld’’s Happiest Countrys Happiest Country

連续五年，芬蘭是排
名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
，他們不但経濟發達，
人口不多，國民收入極
高，全國生活一片祥和
，政治穩定，真是世界
樂土，排在第二名的是
丹麥，第三是冰島。
俗語說，人比人氣死

人，這話说得有道理。
今天我們翻開世界地圖
，烏俄戰爭㘯面惨不忍
睹，氣候變化到處天災
，新冠疫情至今雖已減
緩，但中國大陸、韓國
等地又趨嚴重，醫療專
家正要大家去打第四針

，世界何其亂和慘。
我們再度呼籲世界政治領

袖要以庶民為重，中美兩國尤
其是世界政治之两大支柱，必
須做出正確之決策來挽救沉淪
的地球。
政治人物之變與不變
幾天前和赫里斯郡長卡路

一同走訪了國際區和華埠西南
區 ，從上午九點半到午餐，
整整五個小時之相處時間。
我們一路上參觀了中台禪

寺 、慈濟、 希望醫療中心，
卡路郡長能夠親自看見我們大
家是如何從雜草中建成一個繁
榮之社區，他更領會了華亞裔
宗教團體對社區精神建設之貢

獻。
老實說，能夠利用這么多

时間到我們社區考察的政治人
物並不多見，卡路是共和黨籍
並且是把我們首次劃進他的選
區。

在行程中，他帶來了十多
位行政主管，並答應為我們興
建亞洲寶塔，促進亞裔文化創
意及觀光，他的諾言是否可實
現，最近就能分曉。

我們手中握有之选票是非
常重要 ，換言之， 大家參政
選票會说話，况且政府之経費
都是我們大家貢獻的稅收。

世界最快樂的國家排行世界最快樂的國家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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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自鐵行渡輪公司宣布停運數日後，英國的各大超市將面臨蔬菜、水果、奶酪和酒類供應
的短缺。
鐵行渡輪公司是英國最大渡輪運營商之一，它於17日宣布解僱800名員工並且停運數日。鐵行渡輪設在英
國多佛港，運營英國往返法國、愛爾蘭和荷蘭等國的渡輪線路。

包括赫爾和多佛在內的港口都陷入混亂，被解僱的工人開始抗議，以此渡輪為唯一出行方式的乘客們
也試圖搞清楚這背後的原因。起初公司稱渡輪只停運幾天，但隨後卻說可能會停上整整10天。

英國的供應鏈本就受到了脫歐和新冠疫情的影響，如今渡輪停運，超市無法及時進貨，導致連人們賴
以生存的食物都出現了供應危機。不管是來自西班牙的奶酪、紅酒，還是來自法國的羊角包，都無法被及
時送到超市裡，其他國家的一些農民們不得不宰殺無法向英國供應的羊等牲畜。

來自北愛爾蘭的牧羊人愛德華•亞當森（Edward Adamson）說：“沒有其他航行可以通往英國大陸了
，但是我們飼養的動物比我們所需的要多，在北愛爾蘭的買賣結束後，我們也不可能將多餘的牲畜留下來
。大家只能祈禱渡輪盡快恢復運營，這條航線就是北愛爾蘭和英國大陸間的生命線，尤其是在運輸食物方
面。”

英國零售商的食品和可持續發展部主管安德魯•奧佩（Andrew Opie）告訴《每日郵報》，零售商正
在尋求與其他渡輪公司的合作，以盡快解決各方面的供應問題。但鐵行渡輪公司的停運，是不可避免會影
響到商品流動的，因此大家都在敦促鐵行渡輪公司和工會盡快解決問題。

位於倫敦的抗議員工還呼籲政府將鐵行渡輪公司收歸國有化，他們稱被解僱前沒有收到公司的任何通
知。被解僱的員工的崗位將全部由機構工作者頂替，眾多港口舉行了遊行示威，還有百餘名抗議者選擇到
公司門口抗議，工會也聲稱要抵製鐵行渡輪公司。

RMT高級副秘書長史蒂夫•赫德利（Steve Hedley）面向群眾發表了講話：“這是30年來我作為工會會員所見過的最殘酷、最不道德的解僱事件。被解僱的員工都是最勤奮、對公司最忠誠的，
在疫情期間為公司能正常運轉也付出了很多，但他們還是這樣平白無故地被解雇了。這件事的影響極其惡劣，其他國家的腐敗的資本家們或許會模仿鐵行渡輪隨意裁員、薪資減半的做法。”

從始至終，鐵行渡輪公司只有不痛不癢的一句解釋，稱公司裁員是為了公司的前景和今後更好的發展。相信這樣毫無行業道德可言的公司，大概將不會再取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吧。

英國渡輪公司停運數日英國渡輪公司停運數日，，引發民眾存糧危機引發民眾存糧危機

（綜合報導）“現在韓國成年人中還沒有患上新冠肺炎的人
，都是人際關係有問題的人。”

據韓國《首爾日報》3月17日報導，韓國疫苗協會副會長馬
相赫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的一些“迷惑發言”引發韓國輿論關注，
他表示“即使遵守隔離規定，也很難避免感染”，“現在不應該
把沒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看作天然紀念物嗎？”此外，馬相赫還
大力批評韓國政府的防疫政策，稱韓國防疫是一群什麼都不懂的
政客插手的“政治防疫”，政府不應該把疫情當流感處理，應該
加強面對面治療和夜間治療。

對於自己言論引發的爭議，馬相赫回應稱，每
個人都有“公開、閱讀和批評”自己觀點的自由
。他還表示，自己沒有政治野心，所以想說什麼
說什麼。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3月17日通報，截至當
日凌晨0點，韓國新增確診病例621328例，新增
死亡人數 429 人。韓國兩天內確診人數突破了
100萬，單日死亡人數更是達到了一個月前的10
倍以上。

嚴峻的疫情形勢，引發韓國疫苗協會副會長馬
相赫的不滿，他在臉書上頻頻發文吐槽，引發關
注。

“現在韓國成年人中還沒有患上新冠肺炎的人
，都是人際關係有問題的人。”

“真正的朋友是那種一起吃飯，一起喝酒，一
起感染新冠病毒的朋友，不是嗎？”

“現在不應該把沒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看作天
然紀念物嗎？”

“如果家中有親屬確診，而本人卻沒有被感染，那就可以理
解為和他們不是一家人。”

除了不斷吐槽外，馬相赫還在他的臉書上頻頻批評韓國的防
疫政策，他毫不客氣地稱韓國的防疫是“政治防疫”，即“一群
不知道新冠病毒是什麼卻假裝知道，並自以為自己能做好的政治
人士所說的‘防疫’。”“現在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應該消失
。”

他還明確反對韓國政府像治理季節性流感一樣治理新冠肺炎

的防疫政策，“將一種影響超過50萬人的疾病定為一級傳染病
，真是令人費解。”“流感級別的管理，那就是說他們什麼都不
會做…到目前為止，政府官員在管理流感患者方面做了什麼？”

此外，馬相赫還指出，現在韓國一到晚上就變成了找不到診
療地方的“無醫村”，“政府只管分配病床床位，忽視病毒預防
和患者管理，人們即使生病也不能去醫院，醫生也沒有履行自己
的職責。”

韓媒《朝鮮日報》稱，截至3月17日，韓國居家治療的新冠
患者接近200萬人，這其中有近30萬患者被分類為“重症監護組
患者”。

“這不是居家治療，而是‘在家放任’‘在家監禁’，現在
韓國處於新冠疫情的無政府狀態，絕對不能這樣防疫。”馬相赫
說道。

馬相赫表示，既然無法阻止新冠病毒繼續擴散，韓國就應該
改變醫療體系，增加面對面治療和保障夜間治療。他還在臉書上
列出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實行宵禁、保持社交距離、重點關
注高危人群，早發現早治療等等。

“現在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新冠患者暴增，如果禁止通行的話
說不定還有效，現在需要一個策略來盡量把犧牲降到最小。預後
效果良好的人可以居家治療，自行用藥，對高危人群要積極應對
。”

他還對新冠患者的用藥提出建議：“除了住院治療時醫生要
求使用抗生素的情況外，大多數情況沒有必要使用抗生素，患者
治療過程主要使用解熱鎮痛藥。注射比口服的效果好，當咽喉痛
嚴重時，短時間內服用類固醇藥物會有很大幫助。”

韓國病例暴增韓國病例暴增專家稱專家稱：：到現在還沒患新冠的人都有人際關係問題到現在還沒患新冠的人都有人際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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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遠未結束”：歐洲或正進入第6波感染潮

綜合報導 已經接種加強針的美國前

總統奧馬巴新冠病毒檢測陽性。他于3

月13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近期喉嚨發

癢，除此之外感覺良好。他還借此提醒

未接種疫苗者，即便美國感染病例數正

在下降，他的感染也是一個警醒。

在經曆了一波感染潮之後，美國的

感染率正在下降。據美國CDC數據，過

去一周，美國平均每天有34805個新病例

，與1月中旬的平均日增80萬相比大幅

下降，是2021年7月以來的最低數。

加拿大的感染率也正在下降。過去

一周，加拿大平均日增5110個新病例。

與兩周前的平均數相比，減少了13%，

死亡人數減少了27%。

隨著奧密克戎感染潮在一些地區消

退，以及全球約44億人完全接種疫苗，

英國、西班牙和法國等國家近期放松防

疫政策，試圖恢複正常。

上周，英國宣布一項名爲“React”

的研究將在3月底取消。該研究項目每

月在英格蘭各地隨機測試約15萬人，以

了解感染人口，取消後將不再收集此項

數據。不過，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將

繼續，該調查定期對18萬人進行采樣，

以測算英國人口的感染比例。此外，大

規模免費測試將于4月1日結束。

利茲大學病毒學家Stephen Griffin在

接受《衛報》采訪時表示，這是政治驅動

的行爲，忽視了“大流行還沒有結束”這

樣一個事實。他認爲，此舉將削弱國家應

對未來感染浪潮或病例激增的能力，是

“目光短淺”和短期思維的表現。

巴斯大學數學生物學家Kit Yates表

示，取消大規模免費檢測的後果是檢測

率大幅下降，使得人們不太能夠承擔個

人責任。

上周五，是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

爲“全球性大流行病”兩周年的日子。

有聲音稱，現在是時候考慮宣布取消該

緊急狀態，發出“最壞時期已經過去”

的信號。

對此，世衛組織表示，正在討論在

何種條件下、以及何時宣布結束全球危

機，但“目前沒有考慮取消聲明”。在

世衛組織看來，（保留或取消）這樣的

聲明將不僅僅是一個有意義的象征性步

驟，它將爲許多大流行時期的公共衛生

政策的放松增加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範圍內，世

衛組織最近改變了對加強針的立場。此

前，世衛組織堅持稱加強針“不必要”

，且加劇了疫苗分配的不平等，現在則

“強烈支持緊急和廣泛使用”加強針。

與北美地區的感染潮正在消退不同，

歐洲多國正在經曆病例上升期。根據約

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數據，英國、荷蘭、

德國、瑞士和意大利在過去一周病例均

上升。

德國的病例從3月2日每百萬人1570

例的低點激增到12日的每百萬人2330例

，荷蘭的病例從2月27日每百萬人1956

例的近期低點上升到3月12日的每百萬

人3955例。

在這些國家中，愛爾蘭、英國和荷蘭

的住院人數也有所上升。同時所有國家奧

密克戎BA.2變種的感染比例也在上升。

美國斯克裏普斯研究所所長 Eric

Topol認爲，這可能標志著歐洲第6波感

染潮的開始，原因複雜多樣，包括疫苗

免疫保護作用減弱、奧密克戎及其變體

的高傳播率，以及許多國家放寬限制，

新冠疫情遠未結束。

另外，俄烏衝突也帶來隱憂，密集

的避難所和跨境流動的難民潮可能引發

公共衛生危機。世衛組織本月早些時候

表示，戰亂可能導致感染率激增，使稀

缺的醫療資源變得緊張，帶來更多的痛

苦和死亡。

而在亞洲東部，部分人口稠密的大城

市也正因爲新一波感染潮而進入封鎖期。

加拿大病毒學家Jason Kindrachuk說

，在感染潮在全球範圍內消退之前，不

能認爲危機已經結束，“曆史經驗告訴

我們，應該爲可能出現的另一個變體做

准備”。渥太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Ray-

wat Deonandan也表示，隨著病毒在疫苗

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繼續傳播，新的變種

“絕對”會出現。

事實上，奧密克戎和德爾塔的混合

株已經在歐洲傳播。世衛組織在上周三

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這種被一些人稱

爲“Deltacron”的變種已開始在法國、

丹麥和荷蘭出現。

世界各地共享病毒數據的科學家組織

也證實了“Deltacron”的出現。該組織表

示，這種病毒今年1月初以來一直在傳播。

世衛組織COVID-19技術負責人Ma-

ria Van Kerkhove表示，目前許多國家都

有很好的監測，檢測到的“Deltacron”

的水平非常低。

世衛組織此前在對界面新聞的回應

中表示，“Deltacron”既含有德爾塔和

奧密克戎的重組，也含有奧密克戎的亞

型BA.1和BA.2的的重組。病毒重組是一

種正常現象，可被看作是一種可預期的

突發事件。

而國際知名病毒學家羅光湘則指出

，真正能夠對未來疫情起預測作用的，

是評估病毒的變異頻率。

烏克蘭局勢推高小麥價格
全球面包消費者“埋單”

綜合報導 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全球小

麥出口大國。隨著烏克蘭局勢升級，小麥

價格漲至近14年來新高，世界各地消費者

不得不掏更多錢買面包，連遠在美國和加

拿大的面包店主和面粉廠商也苦不堪言。

烏克蘭素有“歐洲糧倉”之稱，是玉

米和小麥出口大國，主要出口港包括黑海

港口敖德薩和赫爾松。據業內估算，烏克

蘭先前每月出口谷物五六百萬噸，其中玉

米約450萬噸、小麥100萬噸，其余主要是

大麥。

俄羅斯是全球小麥出口大國，出口主

要通過黑海港口。去年，俄羅斯小麥産量

爲大約7600萬噸。土耳其和埃及是俄羅斯

小麥的最大進口方。

據路透社數據，俄烏兩國小麥出口量

合計占全球大約30%，玉米出口量合計占

大約20%。隨著烏克蘭局勢趨緊，黑海港

口貿易遭到嚴重幹擾，推高小麥等糧食價

格。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小麥價格漲幅高達

40%。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劃署發言人朱莉· 馬歇

爾 4 日警告，俄烏兩國

供應鏈紊亂將危及全

球數以百萬計民衆的

糧食安全。其中，糧食供應嚴重依賴俄

烏出口的中東、北非地區一些國家尤爲

脆弱。

即使是遠在北美地區的小麥種植大國

美國和加拿大，小麥價格暴漲也讓面包店

主和面粉廠商感到“壓力山大”。

美國烘焙食品業協會主席羅布· 麥

凱說：“不幸的是，從中短期來看，

美國烘焙食品和糧食價格仍將持續上

漲。社會上最脆弱的群體將受到最大

衝擊。”

路易斯· 邦托林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經

營一家意式面包店。由于去年加拿大遭遇

旱災，面粉和酵母價格上漲，他最近把面

包店産品價格上調了7%。隨著面粉庫存減

少，成本提高，他表示可能不得不再次大

幅漲價。

“這真的非常艱難，”他說，“面包

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你必須意識到

高價給消費者帶來的影響。每個人的購買

力正在被侵蝕。”

面粉廠商也對未來憂心忡忡。加拿

大一家面粉廠的廠長表示，如小麥價格

大幅攀升，他將把增加的成本轉移給購

買面粉的面包店主。“我必須這樣做，

要麽你付出更高的價格，要麽就拿不到

面粉。”

另有人擔憂，俄烏小麥出口量減少將

使全球面粉廠商都去加拿大“搶”小麥，

使得本地面粉廠面臨更激烈競爭。一名面

粉廠商說：“這真是令人發愁，不知這種

情況還要持續多久。”

歐盟批準新一輪對俄製裁瞄準能源鋼鐵
取消俄貿易最惠國待遇

綜合報導 歐洲聯盟委員會發布聲明，宣布將對俄羅斯實施第四輪

制裁措施。這些措施于15日稍晚在歐盟官方公報公布，之後旋即生效。

據路透社報道，主要制裁措施包括取消俄羅斯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禁止歐盟企業投資俄羅斯油氣行業，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奢侈品和高級汽

車，禁止俄羅斯鋼鐵出口至歐盟等。歐盟公司也將不允許對俄出口任何

價值超過300歐元的奢侈品，包括珠寶。

制裁還包括凍結更多支持俄羅斯國家的商業領袖的資産，其中包括

切爾西足球俱樂部老板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

制裁措施還包括“對整個俄羅斯能源産業新投資的禁令”。歐盟消

息人士告訴路透社，這項措施將打擊俄羅斯的石油巨頭俄羅斯國家石油

公司（Rosneft）、俄羅斯石油管道運輸公司（Transneft）和俄羅斯天然

氣工業石油公司（Gazprom Neft），但歐盟成員國仍能從他們那裏購買

石油和天然氣。這反映出歐盟擔心制裁對油價和供應的影響。

歐洲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還表示，歐盟還將尋求停止俄羅斯在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中的會員資格。

另一方面，俄羅斯政府已臨時禁止向歐亞經濟聯盟國家出口糧食類

商品以及向第三國出口糖類制品。有關糧食出口的禁令將執行至6月30

日，有關糖類制品的出口禁令將執行至8月31日。

俄石油大亨倫敦豪宅被示威者“占領”

英國警方拘捕8人
綜合報導 俄烏衝突以來，西方政府對俄羅斯實施了空前嚴厲的制

裁，一些俄羅斯富豪在歐美的資産，也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釘”。英國

廣播公司（BBC）14日稱，英國警方當天表示，針對俄羅斯石油大亨德

裏帕斯卡倫敦一處豪宅的示威活動已經結束，8人被捕。

此事發生在14日淩晨，至少有5名示威者闖入德裏帕斯卡位于騎士橋

的豪宅，並宣布將其“占領”。據警方介紹，8人並非都是因爲闖入豪宅被

捕，其中4人是因爲翻牆進入豪宅後面的羅馬尼亞駐英國使館。BBC稱，示

威者闖入豪宅後，旋即進入陽台，在外牆上懸挂烏克蘭國旗和示威橫幅，

上面寫著“這個房子已被解放”。示威者稱，他們正在爲政府工作——爲

逃離家園的烏克蘭難民收回這座建築。一名示威者站在陽台上告訴記者：

“內政大臣帕特爾，請不要擔心。我們幫你收了這房子。派烏克蘭難民們

來，歡迎他們！我們要求這座房子給他們。他們在烏克蘭的家已經被摧毀

。德裏帕斯卡是對烏戰爭的支持者。”還有一名示威者稱，“這個豪宅大

約有200個房間，我在裏面不知迷路了幾次。很多房間都沒啥用。”

BBC報道稱，德裏帕斯卡的這棟豪宅價值約5000萬英鎊，就在幾天

前，德裏帕斯卡被英國政府列入嚴厲制裁的7名俄羅斯寡頭之一。他在

英國的資産被凍結，並被禁止與英國個人和企業進行任何交易。英國首

相府發言人表示，應該進行新的立法，將被沒收的俄寡頭財産用來供烏

克蘭難民使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稱，一名俄羅斯寡頭的遊艇在西

班牙巴塞羅那港被扣押。這是對俄實施制裁後，西班牙第一起已知的對

俄公民財産的扣押事件。

法國埃菲爾鐵塔時隔22年“長個”：

增高六米 達330米
綜合報導 法國一架直升機將長達六米的數字音

頻廣播天線安裝在巴黎“鐵娘子”埃菲爾鐵塔頂部，

使得鐵塔高度從324米增至330米。

據報道，巴黎“鐵娘子”埃菲爾鐵塔即將年滿

133歲，但仍在“長個兒”。15日，鐵塔在轉眼之間

就長了六米，現在可以從330米的高度俯瞰巴黎，而

不再是此前的324米。

15日的天線安裝過程持續15分鍾，這是埃菲爾鐵

塔首次通過直升機安裝新設備。鐵塔頂部新安裝的數

字音頻廣播天線本身長度爲5.5米，加裝的避雷針爲

0.5米，天線即將投入使用，這與傳統廣播天線相比具

有多重優勢。天線由德國制造，選擇與鐵塔顔色相稱

的金黃色。

巴黎埃菲爾鐵塔落成于 1889 年，最初被稱爲

“300米塔”（Tour 300），初始高度爲312米，這座

巴黎最高建築是位于塞納河畔的地標建築，也是法國

接待遊客最多的景點之一。埃菲爾鐵塔在幾次安裝天

線的過程中不斷增高，上一次是在2000年安裝數字化

地面電視天線時增高了六米，但迄今已經22年沒有

“長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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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稱近三成韓國人
認為自己新冠感染風險大

綜合報導 首爾大學衛生研究生

院的研究小組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

示，認爲自己很可能會感染新冠病

毒的韓國人占比 27.8%，創下近兩年

來的最高紀錄。

報道稱，此次調查于2月 25日至

3月 2日面向全國 1000 人進行。據調

查，回答“我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

性高”的比重達 27.8%，爲 2020 年 1

月開始相關調查以來的最高紀錄。

回答“被感染時後果很嚴重”的比

重達 47.9%，爲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

值。

對于韓國社會能否控制疫情的提

問，63.4%回答“不可能”，爲開始調

查以來最高值，遠高于“可以控制”

(36.6%)的比重。

調查顯示，國民對防疫守則的遵

守程度較2021年1月有所下降。“取消

聚會、缺席預定活動”的比重爲

71.8%，較2021年1月下降15.4個百分

點，“避免利用公衆聚集設施”的比

重下降8.4個百分點至76.4%。

另外，民衆對疾病管理廳和保健

福祉部等防疫部門的信任度從2020年6

月的83%下降到63.3%。

印尼60余年“遷都夢”能否實現？
印尼總統佐科結束在未來首都努山

達拉市的考察之行，回到現首都雅加達

，其在新首都的“有心”之舉成了當天

該國主流媒體報道的重點。

此前一天，佐科率全國34省省長和

多位內閣部長，在該國新首都“零公

裏”中心點位置舉行祈福儀式，將各省

長帶來的土壤和水樣本彙集在一個銅制

大容具裏，以此傳遞希冀全國團結一致

建設新首都的信息。當晚佐科與夫人還

在臨時搭蓋于一片樹林的帳篷裏露營。

未來該片樹林所在區域將建成新首都的

行政中心。

“遷都”，這個延續了60多年的印

尼“國家夢”，在佐科任期內似乎正在

一步步走向現實。

爲何要遷都？
1945年印尼獨立建國。上世紀50年

代初，開國總統蘇加諾曾提出將首都從

雅加達遷往加裏曼丹島中部的設想。此

後數十年間，該國多位總統亦提出遷都

設想。但因各種原因都未能實現。

印尼現首都雅加達位于爪哇島，雅

加達既是該國行政中心，也是商業、金

融、貿易和服務中心，常住人口超1100

萬人，加上周邊衛星城構成的都市圈，

人口超3000萬人，人口過密導致該市交

通極爲擁堵、汙染嚴重。

多年來，因地下水超采，雅加達

地面不斷沈降，目前該市已有一半面

積在海平面以下，水災已成爲市民難

以承受之痛。加之地震頻發、爪哇島衆

多火山時常噴發，雅加達已然是“多災

之城”。

雅加達所在的爪哇島，面積約占

該國6.6%，卻聚居著1.5億多人口，占

印尼總人口的 54%，其 GDP亦占全國

一半多。而占印尼總面積超六成的中東

部島嶼，GDP占比不及全國兩成，該國

區域經濟發展嚴重失衡。

2019 年，剛開啓第二個總統任期

不久的佐科，以“爲了實現全國經濟

發展的均衡與平等”爲由，提出了遷都

計劃。

新首都在哪？將長什麽樣？
經多方認證和佐科親自選定，印尼

新首都位于該國東加裏曼丹省北佩納揚

巴塞爾縣和庫台卡塔內加拉縣境內，東

臨望加錫海峽，地處印尼地理中心；該

地大部分是森林、地廣人稀，曆史上少

地震等自然災害。

根據規劃，印尼新首都擬占地56180

公頃。按佐科的設想，新首都將建成

“綠色、低碳、智慧、可持續發展”的

全新城市，佐科稱之爲“不僅交通四通

八達，人們還可以四處隨意散步和騎自

行車的‘零排放天堂’，同時，新首都

也將是一個‘吸引全球人才的智慧大都

市和創新中心’”。

幾天前剛被佐科任命爲新首都建設管

理局局長的蘇桑托諾（ Susantono）稱，

新首都將是一座優先考慮市民互動和社

會凝聚力的人文主義智慧城市，它不僅

將成爲印尼模範城市，也將成爲世界的

模範城市。

何時遷都？
今年1月，印尼國會通過《國家首

都法草案》，爲正式遷都提供了法律依

據。新首都被命名爲努山達拉市（Nus-

antara），印尼文“群島”之意。

根據印尼多部門規劃，遷都計劃將在

15年至20年內分階段實施。此前佐科多次

強調，將在其任期最後一年——2024年前

，將總統府、國民軍總部、警察總部等重

要部門遷至新都辦公，並希望當年8月17

日的國慶節能在新首都慶祝。

雖然從印尼國會到政府相關部門、

多地行政首長都對佐科的遷都計劃公開

表示支持，遷都的立法程序亦已完成，

但該國社會對遷都的爭議依然存在，遷

都所需龐大資金的來源也是巨大挑戰。

信心滿滿的佐科，能否在任期最後

一年實現印尼延續了60余年的“遷都夢

”，尚待觀察。

樸
槿
惠
最
早
將
於
下
周
出
院

具
體
時
間
尚
未
確
定

綜合報導 韓聯社援引韓國前總統樸槿惠

方面消息稱，樸槿惠最早將于下周出院，並入

住其在大邱市新購買的私邸。

報道稱，樸槿惠目前在三星首爾醫院住院

。據韓聯社報道，樸槿惠很可能下周出院，最

晚也在本月內出院並入住私邸，但具體時間尚

未確定。樸槿惠曾表示在出院之際向韓國民衆

釋放信息，屆時是否提到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

引起關注。

2月 18日，樸槿惠完成房屋所有權轉移

登記，兩天後此地發現原房屋所有人（賣

方）搬家車輛。3月2日，樸槿惠的代理人對

位于大邱市達城郡瑜伽邑雙溪裏的私邸完成

戶籍遷入手續。近期該房屋還被發現有行李

搬進來，韓聯社稱，有關方面據此推測，樸

槿惠出院在即。

當地時間 2021 年 12月 31日零時(北京時

間 2021年 12月 30日 23時)，韓國前總統樸槿

惠獲特赦重獲自由。2017年 3月，樸槿惠因

陷入“親信幹政”醜聞遭彈劾而失去司法豁

免權，同月31日起在看守所接受拘押，迄今

已被監禁4年零9個月，是韓國坐牢時間最長

的前總統。2021年 12月24日，韓國法務部宣

布，爲促進國民團結，特赦樸槿惠。樸槿惠

當天回應被特赦，向總統文在寅和政府部門

“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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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18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對於
不同記者提問有關烏克蘭局勢的問題，一一作
出回應。

美國空襲別國致平民死亡達4.8萬
據報道，美方對俄羅斯襲擊烏克蘭基礎設

施並造成平民傷亡表示關切。對此，趙立堅指
出，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不管是什麼情況造成
的平民傷亡總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中方一直
呼籲盡力避免平民傷亡。

趙立堅說，過去20年來，美國在敘利亞、
伊拉克、阿富汗、索馬里等地發動了數萬次空
襲，無辜死亡的平民數量至少有2.2萬，最高
或達4.8萬之多。美國在關心烏克蘭人民的同
時，是不是應該首先對上述軍事行動中的平民
傷亡表示一下關切？

趙立堅表示，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一直秉
持客觀公正立場。衝突發生以來，中方一直以

實際行動致力於勸和促談。中方的公正立場和
建設性努力有目共睹，得到了國際社會特別是
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理解和支持。

美方供烏武器會致更多平民傷亡
“中方向烏克蘭方面提供的，是食品、兒

童奶粉、睡袋、棉被、防潮墊等急需的人道主
義物資。而美方提供的卻是致命性武器。3月
16日，美方宣布向烏克蘭提供額外8億美元武
器援助，本周美國對烏克蘭武器援助總額達10
億美元。美方向烏方提供的最新武器裝備包括
800套防空系統，9,000套便攜式、高精度反裝
甲系統，7,000件機槍、榴彈發射器等小型武
器，以及2,000萬發炮彈和子彈。”

趙立堅說，美方最新援助的武器是帶去了
穩定與安全，還是會造成更多的平民傷亡？對
於烏克蘭的平民來說，他們更需要的是食品和
睡袋，還是機槍和炮彈？稍具理性和常識的
人，都不難作出正確的判斷。

會上，另有記者提到，美國白宮發言人普
薩基近日稱，美方正在討論如何支持烏克蘭難
民。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已向烏提供三批人道援助物資
趙立堅回應，中方對烏克蘭人道局勢不斷

惡化深表擔憂，對有關平民傷亡和難民人數增
加的報道感到痛惜。當務之急是各方盡快停火
止戰，保持最大克制，保障平民安全和基本人
道需求，防止發生更大規模的人道危機。中方
高度重視烏克蘭人道局勢，提出了六點倡議主
張。中國紅十字會已向烏克蘭提供三批人道援
助物資。其中，第三批物資重點幫助烏克蘭紅
十字會救助受衝突影響的流離失所兒童。

趙立堅表示，我們歡迎各方提出的任何有
助於緩解和解決烏克蘭人道危機的倡議和舉
措。你（記者）剛才提到美方正在討論如何支
持烏克蘭難民，我們希望美方能够盡快形成方
案，將相關的討論落實到行動中。

外交部：中國送烏克蘭食品 美國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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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有分歧 關鍵是管控好
習
近
平
：

應約同拜登視頻通話 就中美關係和烏局勢等交換意見

各方應支持俄烏對話談判 美和北約也應同俄對話解開烏危機背後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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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願同習主席為美中關係把舵定向
拜登表示，50年前，美中兩國作出重要抉

擇，發表了“上海公報”。50年後的今天，美
中關係再次處於關鍵時刻，美中關係如何發展將
塑造21世紀的世界格局。我願重申：美國不尋
求同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
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方願同中方坦誠
對話，加強合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有效管控
好競爭和分歧，推動美中關係穩定發展。我願同
習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溝通，為美中關係把舵定
向。

習近平：對於你的這些表態，我是十分重視的
習近平指出，去年11月我們首次“雲會

晤”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和平
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世界既不太平
也不安寧。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
前兩大經濟體，我們不僅要引領中美關係沿着正
確軌道向前發展，而且要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
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作出努力。

習近平強調，我和總統先生都贊同中美要相
互尊重、和平共處、避免對抗，都同意雙方在各
層級各領域要加強溝通對話。總統先生剛才又重
申，美方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
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
持“台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對於你的這
些表態，我是十分重視的。

美一些人向“台獨”發錯誤信號 十分危險
習近平指出，目前，中美關係還沒有走出美

國上一屆政府製造的困境，反而遭遇了越來越多
的挑戰。特別是美國一些人向“台獨”勢力發出
錯誤信號，這是十分危險的。台灣問題如果處理
不好，將會對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希望美
方予以足夠重視。中美關係之所以出現目前的局
面，直接原因是，美方一些人沒有落實我們兩人
達成的重要共識，也沒有把總統先生的積極表態

落到實處。美方對中方的戰略意圖作出了誤讀誤
判。習近平強調，中美過去和現在都有分歧，將
來還會有分歧。關鍵是管控好分歧。一個穩定發
展的中美關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各方應支持俄烏對話談判 談出和平
雙方就當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
拜登介紹了美方的立場，表示願同中方溝

通，防止事態升級。
習近平指出，烏克蘭局勢發展到這個地步，

是中方不願看到的。中方歷來主張和平，反對戰
爭，這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我們向來從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出發，獨立自主作出判斷，倡導維
護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堅持按照
聯合國憲章辦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安全觀。這些大的原則是中方處理烏克蘭危
機的立足點。中方已經提出了關於烏克蘭人道主
義局勢的六點倡議，願向烏克蘭和受影響的其他
國家進一步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各方應該共同支
持俄烏對話談判，談出結果、談出和平。美國和
北約也應該同俄羅斯開展對話，解開烏克蘭危機
的背後癥結，化解俄烏雙方的安全憂慮。

要考慮全球穩定和幾十億人民生產生活
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各國已經十分困難

了，既要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又要保經濟保民
生。作為大國領導人，我們要考慮妥善解決全球
熱點問題，更要考慮全球穩定和幾十億人民的生
產生活。實施全方位、無差別制裁，受罪的還是
老百姓。如果進一步升級，還會引發全球經貿、
金融、能源、糧食、產業鏈供應鏈等發生嚴重危
機，使本已困難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造成不可
挽回的損失。形勢越是複雜，越需要保持冷靜和
理性。任何情況下都要拿出政治勇氣，為和平創
造空間，為政治解決留有餘地。中國有兩句老
話，一句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另一句是“解
鈴還須繫鈴人”。關鍵是當事方要展現政治意
願，着眼當下，面向未來，找到妥善解決辦法，
其他方面可以也應當為此創造條件。

當務之急是繼續對話談判，避免平民傷亡，
防止出現人道主義危機，早日停火止戰。長久之
道在於大國相互尊重、摒棄冷戰思維、不搞陣營
對抗，逐步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全球和地
區安全架構。中國一直在為和平盡力，將繼續發
揮建設性作用。

兩國元首認為，此次視頻通話是建設性的，
責成兩國工作團隊及時跟進，採取實際行動，爭
取中美關係重返穩定發展的軌道，為妥善解決烏
克蘭危機作出各自的努力。

丁薛祥、劉鶴、王毅等參加上述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8日晚應約同美國

總統拜登視頻通話。兩國元首就中美關

係和烏克蘭局勢等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

深入交換了意見。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習近平 18日應約同
美國總統拜登就中美
關係和烏克蘭局勢等
交換意見。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中美有
着廣泛的共同利益，而此次中美元首通話
表明雙方願意坦誠溝通，通話為雙方進一
步了解彼此想法提供了重要機會，有利於
雙方對未來雙邊關係預期的管理，有助於
中美關係重返穩定發展軌道。

搞好中美關係利於世界人民
去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曾舉行視

頻會晤，就中美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問
題交換意見。王勇認為，18日晚間的通話
是去年中美元首視頻會晤的延續，而中美
關係的穩定與發展是此次兩國元首通話的
重要內容，雙方應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
進行合作，進一步擴大共同利益，為地區
和國際社會帶來和平、穩定與發展。王勇
指出，搞好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和世界
人民的利益，中美兩個大國處理好雙邊關
係，對全人類而言都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對於當前中美關係，王勇分析，中方
希望拜登政府能夠信守承諾，不對華搞新
冷戰，不支持“台獨”，不追求改變中國
體制等，但當前美方卻存在着言行不一的
問題，在對華問題上採取一種實用主義的
做法，即需要中國的時候就說好話，不需
要中國的時候就對華施壓，比如，對中國
企業進行制裁，干涉中國內政等等，而這
絕不是一個大國所應該做的。王勇提醒，
隨着美國國內中期選舉的臨近，美國國內
政治因素對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影響將會
加大，在此背景下，中美加強溝通具有重
要意義。王勇指出，特別是在台灣問題
上，中美要避免“擦槍走火”造成中美關
係和地區安全形勢不必要的緊張。

王勇指出，在當前烏克蘭局勢下，中
美兩國元首進行通話具有重要意義。中方
向來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獨立自
主作出判斷，倡導維護國際法和公認的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堅持按照聯合國憲章辦
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
全觀。這些大的原則是中方處理烏克蘭危
機的立足點。儘管兩國之間在烏克蘭問題
上存在分歧，但通話有助於雙方增進對彼
此立場的了解。這位專家提醒，中美雙方
要避免因烏克蘭問題影響未來中美關係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3 月 18
日晚，中
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
在北京應
約同美國
總統拜登
視 頻 通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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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抗疫前線可發揮更大作用 釋放人手恢復其他醫療服務

援港精英歷百戰 港醫倡人盡其才

2022年3月19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于大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針對亞博館
社區治療設施的兩地醫護分工問題，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8日表示，有關分工經兩地
醫療團隊同意，認為大家不應單單看着一張紙
而評價應該如何。香港醫管局18日亦表示，早
前曾因應分階段熟悉系統及工作流程，擬定了
分工計劃及進行壓力測試，現時兩地護理團隊
已完成對接討論，雙方達成共識一起負責臨床
護理工作，共同為香港病人提供專業醫療和護
理服務。

林鄭月娥18日在抗疫記者會上被問到兩地
醫護的分工問題時，首先感謝內地醫護人員援
港。她解釋有關情況指，早前醫管局和內地先
頭部隊已有共識，運用協作模式管理醫療設
施，當中涉及的分工經兩地團隊同意，“我不
認為應由外面的人單單看着一張紙而評價應該
如何。”

她強調，兩地醫護人員均為白衣天使，都
以救人為宗旨，會全心全意服務病人，“這些
內地醫療團隊來到，他們能夠為我們提供更佳
的治療，減少重症或死亡，我對內地團隊這些
專業精神充滿信心。”

醫局：輪班當值 互相配合
醫管局18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早前內

地首批資深護理主任和醫管局護士團隊在初期
演練時，因應分階段熟悉系統及工作流程，擬
定了分工計劃及進行壓力測試。現時，內地及
香港護理團隊已完成對接討論，雙方達成共識
一起負責臨床護理工作，並肩工作，共同為香
港病人提供專業醫療和護理服務。兩地醫療團
隊會按照既定的臨床運作安排編配人手輪班當
值，互相配合。

醫管局對中央及內地援港醫療隊每一位成
員衷心致謝，感謝他們在公立醫院最困難的時
刻，伸出援手，共同救治香港的病人。醫管局
並強調，抗擊疫情是現時最重要的任務，“這
項重要任務必須倚靠團隊協作、無分你我才能
完成。”

特首：兩地醫護分工 共同協商編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甘瑜）內
地醫療隊援港救治新冠病人，卻一再有別有用
心分子挑撥抹黑。多名在亞博館工作的本地醫
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與內地醫護的
合作順利，語言和專業知識上沒有障礙和偏
差，令亞博館的流程更順暢、對病人照顧更周
全。有醫生更呼籲社會不要搞分裂、帶風向，
“我特別害怕的就是這些挑撥的言語在兩地之
間流傳，將會讓我們的醫療隊伍感到非常的寒
心。”

共同目標治好病人
在亞博館以兼職醫生身份工作的成醫生

（化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近
日亦有和內地的醫療隊接觸，帶他們熟悉相關
醫療電腦系統，及常規的香港查房及護理模
式，“感受就是，其實兩邊的醫護人員並沒有
一些媒體上所說的隔閡這麼寬廣。大家都是一
家人，並沒有介意說做哪樣工作就是‘高級’
或者‘低級’，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樣的，本着
為病人的健康着想，盡快把病人治理好，把香
港的疫情抑制住。”

對有人根據網上流傳的“分工表”稱香港
把內地護士當護工，成醫生表示，其實在香
港，幫病人翻身、換尿片、測血糖血壓，都是

護士的護理工作，只是在人手非常緊缺時交由
有一定資格的護工幫忙。她強調，本地醫護團
隊敬佩內地醫護的奉獻精神，亦會竭盡所能和
他們配合，請大家可以放心，“我特別害怕的
就是這些挑撥的言語在兩地之間流傳，將會讓
我們的醫療隊伍感到非常的寒心。”

亞博館護理質素明顯提升
本身是私家醫生的楊醫生（化名）早前亦

以兼職醫生身份到亞博館工作，他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過去一段時間，該館人手一
直緊張，日間每更平均只有六七名醫生當值，
但卻要治療幾百名病人，夜更人手更會減半。
近日內地醫療隊參與亞博館救治後，護理及治
療質素明顯提升，“如今有內地醫護加盟分擔
工作，以前看病人須在一兩分鐘內完成，現在
可以花15、20分鐘，看得細心了，當然可以預
防病情惡化，正所謂人多好辦事，對醫護及病
人都係好事。”

香港公共醫療護士協會主席江穎聰亦針對
社會對分工安排的誤解指出，即使是基礎護理
工作亦非常重要，“最近就有新聞指亞博館內
有不能自我照顧的長者，因長期臥床令身體出
現壓瘡。若能加強基本護理，對病人的痊癒會
有很大幫助。”

兩地醫護合作暢
挑撥抹黑用心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亞洲國際博
覽館社區治療設施的長者照顧問題廣受社會關
注。香港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表示，近日收到不
少來自亞博病人及其家人的求助，指長者入住
後一度失聯。她建議有關部門設立病人聯絡
員，加強與家屬溝通，同時要提升亞博館的衞
生設施，“政府‘冇咁大個頭就唔好戴咁大頂
帽’，安排這麼多長者入去，就要有相應的配
套設施及人手。”

長者轉院 家人一度以為失聯
江玉歡18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收到有家屬求助，指原本在亞博館被隔離的長
者被轉送往北大嶼山醫院，家人雖然收到通
知，但館方可能太忙，未有及時交代相關聯絡
電話及患者轉院後的住房號碼，令家人一度心
急如焚，“長者病情轉差了，家人是很徬徨
的，我明白亞博的人手有限，但事件反映溝通
機制是需要改善，希望溝通上可以做得好
些。”

她續說，家屬亦關注長者在亞博館的護理
情況，“日前收到一位女兒反映父親在亞博的
情況，說有吞嚥困難的父親在隔離期間乏人照
料。那位伯伯中風後每次進食也要針筒輔助，
院舍以往也特別容許其女兒到院餵食，如今伯
伯在亞博已被隔離了個多星期，家人每天都擔
心不已，想盡方法希望幫親人盡快離營。”

議員：與家屬溝通亟須加強
“很多長者其實像‘小朋友’，最需要一

個穩定環境，突然去到一個陌生地方，又不知
道餵食的人是誰，很多都拒絕進食，身體反而
轉差。”江玉歡說。

她建議亞博館應設立病人聯絡員，加強與
家屬及院舍的溝通，例如不少院舍長者未必會
隨身攜帶平日服用的藥物或眼藥水等，館方應
多與院舍及家屬了解相關情況。針對有長者投
訴在亞博無人協助洗澡的問題，她建議可在館
內增加臨時設施，例如流動沐浴間，方便長者
沐浴，令家屬安心。

昔缺人手欠配套 亞博館投訴多

◆◆亞博館社區隔離設施集中照顧欠缺自理能力亞博館社區隔離設施集中照顧欠缺自理能力
的年長新冠患者的年長新冠患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周來港支援的內地醫療隊共82名醫生、
285名護士、6名放射影像技師和2名行政

管理人員，他們來自廣東省三甲醫院，均為抗
疫經驗豐富的醫療救治專家及一線抗疫骨幹，
來自感染、呼吸、心血管、重症等領域，被社
會各界公認為“抗疫精銳”。

重症患者可交有經驗內援治理
不少香港的醫生都對香港文匯報建議如何

更好地善用這批抗疫專家。香港女醫生協會前
會長陳潔霜指出，內地援港的醫療隊均是身經
百戰的抗疫精英，曾參與過2003年非典疫戰和
兩年前的武漢新冠疫情，“既然伊利沙伯醫院
已轉為治療新冠肺炎的定點醫院，何不派部分
有醫治重症患者經驗的內地醫生去伊院或者公
立醫院前線，不是發揮到更大作用嗎？”

她直言，以內地醫療隊的專長背景協助診
治患有新冠肺炎的病人，看不到有不可行的地
方，“現時伊利沙伯全軍上陣治療染疫病人，
包括手術為主的外科、婦產科、骨科等。坦白
說，醫生各有專長，你叫一個非內科類的醫生
去看重症確診者，他未必得心應手，不如派他
們去亞博協助診治輕症患者，重症病人交由部
分有治療重症經驗的內地醫護，發揮到的作用
不是更大嗎？”

在亞博館工作的私家醫生成醫生（化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認同有關建議可以考
慮。她指出，雖然不是只有感染科的護士才會
懂得處理感染的病人，但認為有一部分人會更
熟悉相關工作，“所以說這個想法是有好處
的。比如手術室就已經把擇期手術大部分停

掉，來釋放人手去支援抗疫前線。如果把內地
支援人員放到前線，就可以把一些本來不是進
行內科的醫護釋放出來，部分恢復原來的其他
科目的醫療工作，這樣就可以避免一些醫療擠
兌問題的加重。”

加強亞博館處理中度症狀患者
即使內地精銳只集中亞博館的工作，不同

醫生亦認為可以加強亞博館處理中度症狀患者
的功能。成醫生表示，對比上月主要收輕症進
行隔離，亞博館現時亦已有不少治療工作，提
供堪比內科病房的服務，“我們醫生眼光裏的
真正的輕症患者，就是基本沒有長期病患，在
家進行一些簡單的症狀性治療，就可以自動康
復；重症患者就是需要比較高流量的氧氣或者
是大量的藥物等治療來維持生命安全。亞博現
在就是在醫院和輕症之間，我們給予這些長期
病患的患者，一個可以康復和穩定病情的空
間。”她說，醫療有一個說法，一個老年病人
臥床一天，可能需要兩天的康復，但醫院床位
緊缺，故應把初步穩定的病人轉移到亞博，
“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治療和穩定康復，直到可
以出院。如果病人的病情反覆加重，我們也可
以及時地把他轉回急症醫院去進行重症治
療。”醫生佘達明亦指，現時整個醫療制度在
抗疫中的重災區是急症室，因為醫院和亞博館
流轉慢，令急症室病床不敷應用，建議將確診
病人的住院時間縮短至四五日，“情況穩定的
可轉送到亞博作進一步觀察及隔離，輕症的確
診長者則可送回院舍或老人中心，由醫管局派
出醫療外展團隊定期到院舍作支援。”

香港本周先後迎來375名內地醫療

精銳，加入救治新冠病人的工作。目

前，這些內地精銳目前只集中在亞博館

社區隔離設施工作，照顧長者及無自理

能力的病人。多名香港醫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議讓這批精英除了在亞博

館的治療工作外，應考慮將這些內地精銳派往本地的定點醫院，將一些本來由骨

科、婦科等調往處理定點醫院病人的本地醫生抽調出來，處理社區治療設施的相

對輕症病人，或是處理其他方面的醫療工作以減輕醫療擠兌問題，將是更合理的

人力運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甘瑜

◆援港內地醫療隊實地了解亞博社區治療設施，為參與照顧、治療染疫患者作好準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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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20222022年年
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新任主席趙婉兒新任主席趙婉兒（（右三立者右三立者））至各桌敬酒至各桌敬酒。。

交接儀式後該會重要幹部包括新任主席趙婉兒交接儀式後該會重要幹部包括新任主席趙婉兒（（右四右四))與貴賓與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三右三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二左二 ））等人合唱會歌等人合唱會歌。。

出席交接典禮的貴賓羅復文處長出席交接典禮的貴賓羅復文處長（（中中 ））暨夫人暨夫人（（左左
五五 ），），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右二右二、、右三右三））與龍岡公與龍岡公

所新任主席趙婉兒所新任主席趙婉兒（（右五右五 ））及眾幹部合影及眾幹部合影。。

抽中羅處長捐贈彩券的幸運兒抽中羅處長捐贈彩券的幸運兒，，與羅處與羅處
長長（（左三左三）、）、趙婉兒主席趙婉兒主席（（左二左二））合影合影

留念留念。。

出席佳賓出席佳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夫婦羅復文處長夫婦（（右四右四、、右三右三），），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左一左一、、左二左二），），僑僑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四左四））在在 「「龍岡公所龍岡公所」」 新任主席趙婉兒新任主席趙婉兒（（右五右五 ））等人的陪同下等人的陪同下，，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龍岡親義公所龍岡親義公所」」 新任主席趙婉兒新任主席趙婉兒（（右二右二 ））
在關振業及關邦健的監證下在關振業及關邦健的監證下，，宣誓就職宣誓就職。。

新任主席趙婉兒新任主席趙婉兒（（前排右三前排右三））與賓客鄭昭委與賓客鄭昭委
員員（（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劉志恆劉志恆（（前排左三前排左三），），浦浦

浩德浩德（（右一右一））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二右二）、）、王韋王韋
龍副處長龍副處長（（右一右一））在新任主席趙婉兒在新任主席趙婉兒（（右四右四

立者立者））的陪同下至各桌敬酒的陪同下至各桌敬酒。。

龍岡親義公所新任主席趙婉兒龍岡親義公所新任主席趙婉兒（（右三右三 ））將羅復將羅復
文處長文處長（（右二右二 ））王韋龍副處長王韋龍副處長（（右一右一））介紹給介紹給

每桌的成員每桌的成員。。

龍岡親義公所新任主席趙婉兒龍岡親義公所新任主席趙婉兒（（右三右三 ））將羅復將羅復
文處長文處長（（右二右二 ））王韋龍副處長王韋龍副處長（（右一右一））介紹給介紹給

每桌的成員每桌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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