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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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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巴黎21日綜合外電報導）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今天表示
，世界主要經濟體在需要下猛藥大幅減碳時，
反而讓二氧化碳汙染增加，導致全世界正 「夢
遊」 走向氣候災難。

他今天在倫敦召開的可持續性會議上表示
，把全世界升溫幅度控制在攝氏1.5度內的目
標，已經 「岌岌可危」 。

根據聯合國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若要把升溫控制在攝氏1.5
度之內，需要在2030年之前達到減少45%碳
排放量，並在21世紀中葉達成碳中和。

然而，即使各國遵守最新協議版本的巴黎
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在2030年之
前，碳排量仍預估將上升14%。

古特瑞斯在預錄的影片中表示： 「問題愈
來愈糟。我們正夢遊走向氣候災難。如果我們
仍不願意改變，就可以對攝氏1.5度目標說掰
掰了。甚至連升溫2度都守不住。」

195國參與的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 即將召開2週會議，來確認一份指標性報告
。報告將提出減少碳汙染以及從空氣中提取二
氧化碳的選項。

古特瑞斯表示，各國在疫情後復甦支出的
「不公平程度令人震驚」 ，還錯過了加速轉向
乾淨能源的機會。

他並表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迫使進口
國家倉促尋找俄國石油與天然氣的替代來源，
維持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可能進一步影響遏止
氣候變遷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全世界正夢遊走向氣候災難全世界正夢遊走向氣候災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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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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any years we always
set foot on the bluebonnet
wildflower country road
between Texas interstate
highway 105 and 1155. In
mid-March and early April
the location hides very
important pages of the
history of Texas.

On March 2, 1836, the Texa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signed at
Washington-on-the-Brazos,
Texas, marking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public
of Texas,” the founding of
Texas, as well as one of its
early capitals. Today, the
historical site rests where
Washington-on-the-Brazos
once flourished and contain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Hall, the Star

of the Republic Museum and
Barrington Plantation home
of the last President of the
Texas Republic and we
experience the 19th century
where Texas became Texas.

Today Texans still live in the
glory of the past. We are the
largest state except Alaska
that the GDP of states
ranked eighth in the world.
We produce oil and gas and
many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Today we walked through
the trail and saw the wild
flowers and bluebonnets and
saw many families and kids
all running and full of
laughter.

We are so glad we live in
Texas and are very proud to

be Texan. We a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a brighter future.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rashed

In Guangxi

A China Eastern Airlines
MU5735 Boeing 727
passenger plane flying from
Kunming to Guangzhou lost
contact yesterday afternoon
over Wu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and crashed. All
123 passengers and nine
crew members may have
been killed. Relevant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are
underway and personnel are
working hard to locate any
survivors.

This is a very rare accident

for China Eastern Airlines.
The company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very perfect
and safe flight record.

Unfortunately, this aircraft is
another Being 737. This
aircraft has had many
problems lately. It has been
grounded and reinspected,
but the unfortunate incident
has happened again.

We express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but Boeing
must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crash and
explain the frequent
accidents with this type of
aircraft.

0303//2121//20222022

Bluebonnets At TexasBluebonnets At Texas
Historical SiteHistorical Site

多少年來，我總是在三月
下旬之早春踏上春意盎然的德
州州際105 號和1155 間的藍
帽花之鄉間小路，因為那裡面
隱藏著德州歷史最重要的一頁
。

早在一八三六年三月二日
，曾經在德州華盛頓簽下了德
州獨立宣言並明定為德州首都
，也是德州建國之開始。

今天在這個德州建國的遺
址上，設有徳州共和國博物館
， 第一任總統官邸， 大型農
埸及德州發展之歷史古蹟。

時至今日，徳州人還是活
在以往的歷史光榮之中，我們
是除了阿拉斯加以外最大面積

州，全州總產值排世界第八位
，而且盛產石油天然氣，這次
俄烏戰爭造成之能源短缺，給
了德州賺大錢的機會。

今天我們沿著這條羊腸小
徑 ，穿過了時光隧道， 看見
了部分已綻放的藍帽花已經在
大草原上添上艷丽的色彩，許
多攜家帶眷的家庭們漾溢在歡
笑之中。

德州人以堅韧不拔之精神
开拓了這片最初荒蕪的土地，
從墨西哥手中取得而繼續拓展
，真是歷史上的曲折故事。

東航客機在廣西失事
一架東方航空公司從昆明

飛往廣州之MU5735 波音737

型客機，昨天下午在廣西梧州
市上空失联而墜毀，一百二十
三位乘客和九位機組人員可能
已全遇難，有關搜救人員正在
努力搶救之中。

這是東方航空非常罕見的
事故，該公司一向保持有非常
完美安全之飛航記錄，不幸的
是，這架飛機又是波音737型
客機，這型飛機近年來墜機事
件頻傳，去年並且全面停飛複
檢，但不幸事件又再發生。

我們對遇難者表示由哀之
哀悼，但是波音公司必須協助
調查失事原因，為這型飛機频
頻出事做出解釋。

藍帽花路上的歷史遺跡藍帽花路上的歷史遺跡



AA33要聞3
星期二       2022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22

亞洲新聞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買單還是買票買單還是買票 ??政治人物為市民免費加油算是賄選嗎政治人物為市民免費加油算是賄選嗎??

（綜合報道）自2月24日普京宣布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
事行動以來，西方對俄羅斯展開了史上最為嚴厲的製裁，而
俄羅斯也進行了相應的反制裁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在相互
制裁行動中，俄羅斯與西方相互關閉領空可謂是一大重要措
施。

截至目前，俄羅斯已經與西方數十個國家相互關閉領空
。這對世界的航行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當美國以及眾多歐
洲國家宣布要對俄羅斯關閉領空時，有專家表示：對於歐洲
國家來說，與俄羅斯相互關閉領空將會產生許多負面影響，
俄羅斯的國土面積非常大，地跨歐亞兩大洲，這對他們與亞

洲尤其是東亞、東南亞的交往將非常不利。
根據美國電視新聞網的報導：歐洲許多國家的航空公司

近日正在尋找替代性航線。對於某些航班，例如連接歐洲和
東南亞的航班來說，他們正在面臨艱難的問題。

以芬蘭航空公司從赫爾辛基飛往東京的航班為例，在2
月24日俄烏戰事爆發前，芬蘭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將起飛並
迅速轉向鄰國俄羅斯的領空，飛越3000多英里，然後，他們
將在與蒙古北部邊界附近進入中國，在其領空飛行約1000英
里，然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再次進入俄羅斯。最後，他
們將越過日本海，向南轉向成田機場。這段旅程平均需要不
到9個小時，行程將近5000英里。

不過最後一次執行該路線飛行的芬蘭航班於2月26日起
飛。而就在2月27日，俄羅斯禁止芬蘭使用其領空，迫使芬
蘭航空暫時取消大部分亞洲目的地，包括韓國、新加坡和泰
國。

從俄羅斯對芬蘭關閉航空至今，芬蘭航空公司的航線規
劃人員一直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芬蘭航空飛行計劃的負責
人庫斯馬寧表示：實際上芬蘭已經在正式關閉空域前的兩週
已經開始進行一次粗略的新航線規劃。

芬蘭選擇的解決方案是走北極航線。飛機現在不再向東
南方向進入俄羅斯，而是離開赫爾辛基，直飛北上，前往挪

威的斯瓦爾巴群島，然後越過北極和阿拉斯加小心地繞過俄
羅斯領空。不過根據估算，這樣的航程將需要13個多小時，
行駛大約8000英里，並且使用的燃料增加了40%，使航班在
環境和財務上都具有挑戰性。

不過庫斯馬寧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表示：
從技術上講，極地路線不會帶來任何額外的安全風險。他稱
：“寒冷的天氣可能是首先想到的，而且確實有些地區在高
海拔地區有冷氣團，但是當我們在俄羅斯領空飛往東京的北
方航線時，我們已經習慣了這一點。”

除此之外，庫斯馬寧還稱：存在另一個問題可能是燃油
溫度過低，但歐洲的客機，例如空客A350對冷空氣的抵抗非
常強。事實上，不僅僅是芬蘭，英國也是如此。在戰事爆發
前，倫敦到東京的飛行時間約為11到12小時，通常飛越俄
羅斯和北歐國家。但自美歐對俄羅斯進行普遍制裁後，英國
航空也被迫考慮選擇北極航線，這條航線將比倫敦和東京之
間最短的大環航線增加約1500到2000海裡，也就是大約三
到四個小時。

美國一位航空專家表示：俄烏戰事或將重塑世界航空地
圖，以往歐洲和東亞或東南亞之間的大多數客運航班都飛越
俄羅斯。由於歐洲與亞洲存在很強的經濟聯繫，這次戰事將
從另一方面促進北極航線的開發。

俄烏戰事影響歐亞航運俄烏戰事影響歐亞航運
世界航空地圖或重塑世界航空地圖或重塑，，北極航線成開發重點北極航線成開發重點

就在俄烏戰爭造成美國汽油價飆漲到平均每加侖接近五美元, 消費者苦不堪言之際,芝加哥大
富豪威利威爾遜(Willie Wilson) 適時向社會伸出援手, 先後兩次共捐出120萬美元在20個加油站為
芝加哥每位駕駛人加50 美元的汽油, 由於響應熱烈, 各個加油站汽車大排長龍,造成交通大阻塞, 儘
管受惠者心存感激, 但加油站附近居民因出行不便而怨聲載道，芝加哥市府不得不派警察前往維
持交通。

威利威爾遜因免費為市民加汽油的善舉而成為媒體焦點, 由於他平素對政治充滿強大企圖心,
曾參加過芝加哥2015 年和 2019 年市長競選，2016 年他還競選過總統,但均未成功, 後來他又在
2020 年競選聯邦參議員也鎩羽而歸, 由於明年芝加哥即將有市長選舉, 所以許多人把他這次贈送
汽油視為選舉造勢之舉, 而非體恤民生疾苦。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威利威爾遜平時一向樂善好施,絕對稱得上是慈善家, 他曾向教堂捐贈了
至少 1500 萬美元,多年來他一直都在對芝加哥南區貧困社區鄰里賑災救濟, 經常在教堂、老人中
心和街道上分發現金,尤其過去這兩年 COVID-19 期間, 他更是大手筆向眾多失業者和 1000 多個
大小教堂捐贈了鉅款, 也向伊州庫克郡與芝加哥監獄、警察兄弟會和眾多醫院捐贈 3000 萬個口罩
，他還幫助芝加哥人還清拖欠的稅款,他的慷慨不分人種與階級,所以這次他捐汽油並非突發之舉
。

威利威爾遜所做的善事的確得到多數人認同，但因正處選舉的敏感時刻, 所以他為市民”加
油買單”之舉很難不被人聯想成為”選舉買票” , 不過因為他所選定的很多加油站是位於芝加哥
郊區, 因此縱使他真的報名參加芝加哥市長選舉,該地區民眾並無資格投票給他, 所以毫無買票的對
價關係!

威利威爾遜以一介佃農之子而靠自己努力,憑藉一系列成功的麥當勞特許經營權和行銷醫學器
材累積了自己的財富，現在又樂於把自己的財富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與市民們分享, 讓黑暗中帶
來了一絲光亮, 比起聯邦政府所發放的紓困金有意義多了, 如果我是芝加哥市合格選民, 我會投他
一票!

日本強震已致4人死近百人受傷
未來一周或仍有強震

日本福島近海連續發生多起強

震，根據日本氣象廳最新測定，最

大一次震級達7.4級。截至17日上

午，4人因地震死亡，另有近百人

受傷；福島核電站乏燃料池冷卻系

統停止運轉，儲水罐也發生了偏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示，未來幾

天甚至一周，可能還會發生大規模

地震。

4人死亡，近百人受傷
當地時間17日上午，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在參議院表示，截至當地

時間17日早上8時，此次地震已經

導致4人死亡，另有97人受傷。

岸田表示，“之後一周，特別

是最近2天，可能會發生大規模地

震，希望大家能繼續保持高度緊張

，積極應對。”

稍 早 前 ， 日 本 放 送 協 會

(NHK)公布了傷者情況，其中大

部分來自受災最爲嚴重的宮城和

福島兩縣。

福島核電站冷卻系統停擺
受地震影響，日本福島第一核

電站2號機組乏燃料池冷卻系統停

止，池裏有615根燃料棒。東京電

力公司表示，目前水溫沒有上升到

運行管理極限的65攝氏度，工作人

員手動關閉了水泵和閥門。

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多個機

組的的乏燃料池也都一度停止運轉

，但截至當地時間17日淩晨4時已

恢複。

此外，福島第一核電站內，用

于儲存核汙染水的一個儲水罐位置

發生偏移。

一輛新幹線列車脫軌
東日本鐵道公司表示，地震導

致一輛東北新幹線列車脫軌，當時

車上共有乘客和工作人員78人。脫

軌後，他們在鐵路上步行2公裏離

開現場，所幸全員無人傷亡。

目前涉事路線臨時關閉。鐵路

公司稱，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

進行修複，重新開放的時間尚無法

預估。

大面積停電停水
地震發生後，關東、東北和甲

信越地區發生了大面積停電，停電

戶數一度超過200萬戶。

目前，關東地區大部分地區已

恢複供電，不過東北地區仍有約3.5

萬戶處于停電狀態。

此外，受地震影響，宮城縣、

福島縣和岩手縣已經有數千戶出現

停水，當地正在進行緊急搶修。

海嘯警報解除
地震發生後，宮城縣和福島縣

隨即發布了海嘯警報，呼籲民衆立

即從海岸撤離。

隨後，海嘯抵達了兩地沿岸，

不過最高高度僅爲30厘米。鑒于此

，所有海嘯警報已于當地時間17日

5時全部解除。

韓軍方稱朝鮮發射活動“疑似失敗”
綜合報導 朝鮮當日發射一

枚不明飛行器，但疑似失敗。截

至本報發稿，朝鮮未對相關報道

予以評論。

據韓聯社16日報道，韓國聯

合參謀本部當天上午在向媒體發

送的短信中公開了上述消息，並

說飛行器在當地時間9時30分許

從朝鮮順安一帶發射。軍方相關

人士表示，飛行器在發射升空後

未能飛至預定高度，在飛行高度

不到20千米處爆炸。韓國軍方從

發射地點等推測，朝方此次發射

的飛行器“很可能是洲際彈道導

彈”。目前韓美情報部門正在對

此次發射做進一步分析。

韓國軍方認爲，朝鮮隨時都

有可能再次發起“挑釁”，維持

准備態勢。據朝中社此前報道，

自今年1月5日至本次試射前，朝

鮮已進行7次導彈試射和兩次偵

察衛星發射試驗。

韓聯社稱，這是韓國本屆大

選之後，朝鮮首次進行發射活動

。韓國外交部當天敦促朝方立即

停止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行爲。

據日本共同社16日報道，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當天在記者

會上稱：“將全力收集和分析必

要信息並實施警戒監視，將關注

朝鮮會采取何種行動。”美國印

太司令部同日表示，朝鮮發射了

一枚彈道導彈，但沒有說明發射

是否失敗。美方在聲明中稱，此

次發射並未對美國領土及其盟國

構成直接威脅。聲明呼籲朝鮮不

要采取進一步破壞穩定的行動。

韓聯社16日援引韓國政府多

名消息人士的話稱，韓美就朝鮮

如果發射洲際彈道導彈采取相應

措施已達成共識，爲此正在研討

重啓轟炸機演習“藍色閃電”的

方案。“藍色閃電”演習是美軍

B-52H遠程轟炸機或B-1B戰略轟

炸機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起飛

，並前往朝鮮半島執行任務的訓

練。2017年以來，美軍遠程轟炸

機未在朝鮮半島現身過。韓聯社

稱，若朝鮮發射洲際導彈，韓美

因此重啓“藍色閃電”演習，這

將是韓美時隔5年再次實施轟炸

機演習。屆時，朝鮮半島局勢可

能會進一步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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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推

算，截至當天上午6時，始于慶尚北道蔚珍郡

的東海岸森林火災過火面積達2.3993萬公頃

，成爲自1986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最爲嚴重

的山火火災。

此次山火于4日上午在慶尚北道蔚珍郡北

面鬥川裏野山一帶發生，已連燒8天，目前未

造成人員傷亡。

據報道，蔚珍郡過火面積爲1.8484萬公

頃，江原道三陟市1509公頃、江陵市1900公

頃、東海市2100公頃。過火總面積相當于3.3

萬個足球場，並且刷新了2000年東海岸森林火

災創下的最大過火面積紀錄(2.3794萬公頃)。

此次火災造成 252戶 390人受災，其中

171戶254名災民被安置在臨時設施。648處設

施受損，具體包括358棟住宅、48處農畜産設

施、167處工廠和倉庫、75處宗教設施。

報道稱，江陵市和東海市的主要火勢已

經撲滅，蔚珍市和三陟市的撲滅率爲75%。



美國研究遠古化石發現：
現代章魚的祖先有10條腕

綜合報導 美國一項研究發現，現代章魚的祖先有10條腕，生活在

距今3.28億年前的海洋中。

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和耶魯大學研究人員分析一塊遠古章魚

化石得出上述結論，研究報告刊載于出版的英國《自然· 通訊》

雜志。

研究報告作者克裏斯托弗· 惠倫說，先前發現化石中的章魚都只有8

條腕，這是首次發現有10條腕的章魚。

化石中的生物體長 12 厘米，體型接近現代烏賊，有 10 條腕，

其中的兩條腕格外長，長度相當于其他腕的兩倍，腕上吸盤清晰

可見。

研究人員命名這種生物爲Syllipsimopodi bideni，稱其是章魚和吸血

鬼烏賊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祖先，是章魚所屬頭足類動物八腕總目下幽靈

蛸目的新物種。

研究人員發表聲明說，化石研究證實了科學家先前的猜想，即幽靈

蛸目動物最初有10條腕，後來逐漸演化爲8條。

研究顯示，這塊化石的發現，把先前科研人員認爲幽靈蛸目動物出

現的時間提前了約8200萬年。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這塊化石1988年出土于美國蒙大拿州

，後來捐贈給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長時間被擱置一旁，直到有古

生物學家注意到其上生物有10條腕。

荷蘭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荷蘭國防部長奧爾隆格倫表示，荷蘭

將繼續與其他國家一道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她在布魯塞爾與來自其他北約國家的同

事討論烏克蘭戰爭，磋商今天早上9時開

始，烏克蘭和其他非北約成員國格魯吉亞

、芬蘭和瑞典的代表也在線參加了會議。

下午會議繼續。峰會討論了希望其東

歐的邊界加強北約的力量問題。現在，那

裏的防禦主要由輕型單位組成的，將有大

型的部隊在東歐的永久駐紮。

烏克蘭要求荷蘭支持其快速加入歐盟
“馬克· 呂特，請像你支持我們的國

家一樣，更加積極地讓我們快速地加入歐

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一位重要顧

問這樣告訴荷蘭電視新聞欄目 Nieuwsuur

的。

呂特不排除讓烏克蘭成爲歐盟成員，

但表示該程序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昨天，總統澤倫斯基已經表示，他理

解加入北約不是一種選擇，意識到還是不

能成爲北約的成員。

炮火中東歐三國總理訪問基輔
昨天，拜訪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波

蘭、捷克和斯洛文尼

亞總理已離開烏克蘭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

基（Morawiecki）的發

言人在推特上寫道，

三人已經乘火車安全

返回波蘭。

莫拉維茨基和他

的捷克同事菲亞拉

（Fiala）和斯洛文尼

亞同事揚薩（Jan a）

昨 天 前 往基輔會見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親自向他表示支

持。波蘭副總理卡欽斯基（Kaczynski）

也在場。

出于安全原因，沒有說明這些政府首

腦將如何以及何時再次離開烏克蘭。從基

輔到波蘭邊境約500公裏。

三位政要乘坐專列于當天晚上從波蘭

進入烏克蘭後抵達基輔市。專列經過烏克

蘭西部文化名城利沃夫，而上周日，該市

附近遭到炮擊，三十多人死亡。

在他們訪問期間，基輔也繼續遭受俄

軍的炮火攻擊。

歐盟官員昨天說，這三國的首腦並非

以歐盟的名義出訪烏克蘭的。

和澤連斯基會面後，今早舉行了聯合

新聞發布會，三位領導人表示，此行是爲

了對俄羅斯表達支持。

在歐盟眼中，這次三國領導人的旅

行釋放出勇敢和積極的信號，顯示這

三國堅定地站在烏克蘭一邊，並不接

受烏克蘭成爲一個無法旅行的國家；

還發出“不能讓這個國家失敗”的呼

籲，即決不能讓俄羅斯得到對烏克蘭

的全盤統治。

不過，從政治層面看，人們並不知道

他們三人同澤連斯基談論的內容。

歐洲也遇沙塵暴！
西班牙天空變橘紅，下一個遭殃的可能是英國

綜合報導 歐洲給人的印

象一向是藍天白雲，風景宜人

。然而在全球氣候劇烈變化的

今天，這片毗鄰地中海和大西

洋的綠洲在氣象災害中也不能

幸免。據英國《太陽報》報道

，當天早上，西班牙南部地區

被熱空氣覆蓋，人們醒來時天

空一片血紅，仿佛身處科幻片

中的火星。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西

莉亞風暴（Storm Celia）將撒哈

拉沙漠的沙塵帶到了西班牙南

部，空氣中的有毒物質濃度過

高導致天空“變色”。

據報道，在西班牙政府發

布了空氣質量評估結果極端糟

糕後，阿利坎特大學(Universi-

ty of Alicante)的氣候學實驗室

警告人們不要長時間呆在戶外

並建議大家佩戴口罩。在部分

地區，當地人甚至被告知完全

不要外出鍛煉。

這種空氣汙染正在向英國

蔓延。BBC天氣播報員卡羅爾·

柯克伍德(Carol Kirkwood)表示

，英國最早將于周三(3月16日)

感受到同樣糟糕的空氣質量。

此前，英國哮喘協會臨床

負責人安迪· 惠塔莫爾（Andy

Whittamore）博士警告了撒哈拉

沙塵帶來的危害:“有毒的空氣

會讓人呼吸困難，導致氣喘、

咳嗽、呼吸短促，甚至可能誘

發危及生命的哮喘發作。”

據悉撒哈拉沙塵可能會給

英國540萬哮喘患者帶來嚴重風

險。安迪稱哮喘患者必須確保

自己隨身攜帶緩解吸入器，以

防病症惡化。他說：“我們建

議哮喘患者繼續使用預防吸入

器控制病情，因爲這將有助于

減少氣道炎症，降低人體對哮

喘誘因做出反應。”

曾幾何時，提起空氣質量問

題，世界的目光大多會集中到亞

洲，尤其是曾經的中國和現在的

印度地區，或遭沙塵肆虐，或受

霧霾侵擾。然而我國經過多年積

極植樹造林和節能減排的努力，

如今每年的藍天數量越來越多，

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空氣質量爆

表的災害天氣了。

而歐洲、美洲和澳洲環境

宜人的很大原因並不是他們在

環保方面的工作做得比亞非拉

更好，而是因爲一方面他們的

人口相對較少，另一個很重要

的原因在于他們將很多高汙染

的工業移到海外，同時垃圾也

都運往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處

理，其中亞洲和非洲承擔了相

當大的部分。

可是如今非洲的環境災害已

經開始威脅歐洲人的樂土了。這

更令人意識到，整個地球和人類

是共同體，無聊是氣候還是疫情

，災難面前並沒有任何地方可以

獨善其身，而對抗這些災難也並

不能只靠某個地方和某一些人，

而是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努力。

疫情陰霾尚未散去，戰火

也仍在延燒，沙塵暴又凶猛襲

來，整個世界真是禍不單行。

無論如何，人類在大自然面前

真是十分渺小，希望我們能時

刻保持清醒和克制，不要將自

己和整個地球推入絕境，畢竟

在星際移民的技術實現之前，

這裏仍是我們唯一的家園。

世衛組織：對俄制裁造成技術困難
已暫停評估俄“衛星V”疫苗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WHO）助理總幹事瑪麗安格拉•西莫（Mari-

angela Simao）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由于制裁造成技術困難，

世衛組織已暫停對俄羅斯“衛星V”疫苗的評估。

西莫表示:“關于‘衛星V’疫苗——是的，原定從3月7日開始在

俄羅斯進行的審查程序，將推遲到稍後的日期。由于當前形勢，航班的

選擇受限，還有財務上的問題，那與信用卡支持和更多的運營問題有關

，所以評估和審查都受到了影響。我們正在與俄方討論這個問題，新的

日期將盡快確定。”

此前有報道稱，世衛組織專家原定于3月份對俄羅斯“衛星V”疫

苗的生産情況進行評估，那將取決于聯合國安全部門的許可和該地區局

勢的發展。

世衛組織此前表示，“衛星V”疫苗用于緊急用途的評估程序應在

3月份進行。在此之後，將有必要研究獲得的數據，並就該疫苗的批准

認證作出決定。

報道指出，俄羅斯于2020年底提交了“衛星V”疫苗申請認證的主

要文件，但世衛組織直到現在還沒有批准這種疫苗。

據俄媒報道，“衛星V”疫苗現已在全球70多個國家獲批，可覆蓋

的總人口達40億。英國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The Lancet）2021年

初發布的數據證實，該疫苗有效率爲91.6％。

德國政府發言人：
德法美均表示不會向烏克蘭派兵，會“踩紅線”

綜合報導 據報道，黑貝施

特賴特表示，“不應有北約人

員或軍隊被派遣至烏克蘭，這

是紅線。”黑貝施特賴特透露

，德國、美國、法國等國均表

示，不會直接向烏克蘭派遣軍

隊。

報道指出，黑貝施特賴特

回應了波蘭副總理卡欽斯基

日前有關北約等組織應向烏

克蘭派遣維

和部隊的提

議。黑貝施

特賴特認爲

，如果向烏

克蘭派遣維

和部隊，會

很難分清這

些部隊是去

烏克蘭進行

人道主義援

助的，還是去當地執行軍事

任務的。此外，部分北約國

家同樣對卡欽斯基的提議提

出了質疑。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道，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16日向美國國會議員發

表視頻講話時再次呼籲北約在

烏克蘭設立禁飛區。但澤連斯

基日前表示，烏克蘭明白自己

加入不了北約。央視新聞刊文

指出，北約成員國防長同日在

比利時布魯塞爾就烏克蘭局勢

等問題舉行特別會議。北約秘

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會後再次表

示，北約不會向烏克蘭派遣地

面軍事人員，也不會在烏克蘭

設立禁飛區。北約多次重申不

會直接卷入俄烏衝突。

據報道，俄羅斯和烏克蘭

的第四輪談判繼續舉行。俄

羅斯代表團團長梅金斯基表

示，烏克蘭在談判中提議打

造一個效仿奧地利或瑞典中

立地位模式、但具有自己軍

隊的非軍事化國家。俄方認

爲，這個提議可被認爲是真

正的妥協方案。烏克蘭總統

辦公室主任顧問波多裏亞克

回應稱，烏克蘭不能接受瑞

典或奧地利中立模式，中立

只能是“烏克蘭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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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警察暴力執法事件層出不窮。據美國商業內幕網（Business Insider）報導，當地時間3月19日，美國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的一所學校公佈了一段警察對該校學生暴力執法的
監控。視頻顯示，一名警察將一名年僅12歲的女生壓在地上，膝蓋抵住女生的脖子。

監控顯示，兩名學生在學校食堂發生打鬥，在該校做兼職保安的警察肖恩•古肖（Shawn Guetschow）制止了衝突。但期間，古肖與其中一名女生髮生了短暫的扭打，他將對方推倒在地
並跪壓在她的脖子上。從監控中可以看到，古肖對該名女生實施了近25秒的鎖喉，之後將她銬上手銬並帶出了食堂。

報導稱，在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事件發生後，威斯康星州於2021年出台規定，除遭遇危及生命的情況或出於自我防衛，警方嚴禁使用鎖喉執法。
據悉，這起事件發生在3月4日。遭跪壓鎖喉的女生的父親對《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表示，事件發生後，他的女兒正在接受神經科醫生的治療，並且要對古肖提起刑事指控。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女生的家庭律師德魯•德維尼（Drew DeVinney）指出，涉事警察對女生實施了“過長時間的”鎖喉。他在一份聲明中譴責說：“這是針對兒童的

殘忍無情的暴力行為，是社會所不能容忍的。”
目前，古肖已經提交了辭呈。據美國《密爾瓦基哨兵報》（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報導，古肖在辭職信中抱怨稱，外界對這起事件的關注給他的家人帶來了精神和情感上的雙重負擔

，自己沒有獲得溝通的機會，也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

（綜合報導）國與國之間，永遠都是利益第一，這句話真不假。
戰場上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較量，只是俄烏之戰的一部分，畢竟俄軍沒有發起狂轟

濫炸，烏克蘭也沒怎麼攻擊俄羅斯本土，雙方仍在談判，局勢仍然有走向緩和的可能。
最近這幾天，普京開始調整戰略，分別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導彈、“棱堡”導彈

等武器，打了烏克蘭一個防不勝防。美英與北約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基本都是以防禦為
主的，比如攻擊俄軍戰車的“標槍”反坦克導彈，反制俄軍戰機的“毒刺”防空導彈。

美國的戰略，是讓俄軍不能速戰速決，同時又不給烏克蘭進攻型武器，由此一來，烏
克蘭扭轉不了局勢，只能聽從美國號令。

普京之所以要改變進攻戰略，一邊使用高精尖武器，一邊聲勢浩大地攻占馬里烏波爾
，與戰場之外的局勢反轉，有著很大的關聯。

普京最擔心的，不是烏克蘭戰局，因為俄烏不是一個級別的對手，只要俄羅斯經濟沒
有崩潰，距離獲勝就只是時間問題。

於是可以看到，俄羅斯變著招的拉攏伊朗、委內瑞拉、土耳其和印度，一方面是為了
不讓往日的好朋友搶占本屬於俄羅斯的油氣市場，另一方面是為了增加石油出口。

就在此時，一個讓普京感到擔憂的消息傳來了，俄羅斯或將迎來至暗時刻。
3月19日，愛爾蘭外長科文尼表示，伊核協議很可能在48小時之內達成，只要簽署新

的伊核協議，伊朗就可以恢復石油出口，歐盟面臨的能源危機會得到大幅度緩解。
此前，3月16日，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表示，恢復伊核協議談判與烏克蘭戰爭無關

，美伊談判非常接近尾聲。阿卜杜拉希揚強調，伊朗需要美國採取實際行動，如果美國不
挑戰伊朗的所有紅線，伊朗就準備達成最終協議。

美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16日表示，美國及其盟友或將與伊朗達成協議，分歧是可以
解決的，考慮到德黑蘭的最新進展，留給美國的時間不多了。

美國這是在藉坡下驢。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談判，相持了11個月，美國之所以急著在此
時與伊朗和解，主要是為了擊垮俄羅斯。否則的話，美國一定會獅子大開口，在談判桌上繼續
敲伊朗竹槓。

在這前一天，3月15日，俄伊外長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談，阿卜杜拉希揚強調，俄羅斯沒有
給伊核協議談判製造麻煩，期待各方能達成一致。

美國對俄羅斯作出了適當讓步，那就是承諾“對俄製裁不會影響俄伊之間的合作”。
問題在於，普京最擔心的，是美伊和解之後，伊朗會大幅度出售石油和天然氣。到時候，與俄
羅斯鬧翻的歐盟，大概率會尋求伊朗幫助，即便是與俄羅斯保持友好往來的印度土耳其，沒準
也會進口伊朗石油。

說到底，印度土耳其距離伊朗更近，石油運輸成本更低，且伊朗的石油低價高質，很多國
家都喜歡。

3月19日，伊朗石油部長賈瓦德表示，伊朗打算將原油凝析油出口量的上限，從每日120
萬桶增加至140萬桶。接下來，伊朗會將原油凝析油的生產能力，增加至每日570萬桶。

至於什麼時間達到這個生產能力，伊朗會在何時擺脫美國製裁，賈瓦德並沒有明確說出答
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下子將原油凝析油出口量增加20萬桶，這種規模算是相當大了。

此前，美國已經承諾，只要達成協議，伊朗就可以向全球出口石油。
伊朗決定增加原油出口之前，委內瑞拉已經表示，願意對美國恢復石油出口，前提是美國

尊重委內瑞拉主權，委內瑞拉仍然是俄羅斯的忠誠盟友。
或許是因為有感於“局勢即將生變”，普京已經選擇了提前佈局。 3月份以來，俄羅斯每

天都會對印度出口36萬桶石油，當下，印度正打算繞開美元、直接用盧比與盧布結算的方式，
大規模進口俄羅斯石油。

為了拉攏印度，俄羅斯有意對印度出口S-500。
3月19日，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來到了印度，與莫迪舉行了會晤。

岸田文雄承諾，日本將在接下來5年對印度追加5萬億日元投資，日本願意與印度深化合
作。

岸田文雄走訪印度的目標之一，就是為了勸印度支持烏克蘭，並與俄羅斯保持適當距離，
以免傷害美日之間的“友誼”。

19日晚，莫迪與岸田文雄交流了快2個小時，討論的重中之重就是烏克蘭危機，岸田文雄
告訴莫迪，俄羅斯嚴重改變了國際秩序的基礎，必須堅決應對。

然而，莫迪沒有接受岸田文雄的勸說，印度仍然拒絕譴責俄羅斯，就現在來看，印度不打
算對俄羅斯出爾反爾，俄印之間的能源貿易和“去美元化”佈局，沒有受到影響。

但這不意味著俄羅斯沒有後顧之憂。 3月19日，德國副總理哈貝爾去了卡塔爾，意味著德
國想進口卡塔爾天然氣。如果談攏的話，卡塔爾通往歐盟的天然氣管道，就會途徑土耳其，以
土耳其左右逢源的風格，再次倒戈歐盟不是不可能。

此外，卡塔爾、阿爾及利亞等國的天然氣出口量，根本滿足不了歐盟的需求，美國隔得太
遠，天然氣運輸船成本太高，且歐盟不想受到美國控制。

由此一來，歐盟求助伊朗就是必然的結果。
美伊和解的那一刻，沒準就是歐盟與伊朗討論“怎樣修建天然氣管道”的開始。
對俄羅斯來說，這個消息是難以接受的。別忘了，德國副總理哈貝爾說了，德國會在2022

年逐漸擺脫對於俄羅斯石油、煤炭的依賴，但暫時不會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
不是德國不想，而是德國找不到合適的替代者，但伊朗的油氣儲備，完全可以確保歐盟能

源安全。對伊朗來說，這同樣是複蘇經濟的契機，豈能拒絕？
還是那句話，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最重要的永遠都是利益

。委內瑞拉選擇與美國和解，伊朗也不會拒絕美國拋出的橄欖枝，因為這符合兩國的利益，且
兩國真的很需要出口石油。

暴力執法接連不斷！ 12歲女生遭警察跪壓鎖喉近半分鐘

美伊或將達成協議美伊或將達成協議，，伊朗增加石油出口伊朗增加石油出口

（綜合報導）是否對俄羅斯石油發出進口禁令，歐
盟即將作出決定。據路透社21日報導，本週歐盟將與
美國總統拜登舉行峰會，屆時將討論實施這一石油禁令
。

對此，克里姆林宮作出回應：若歐盟實施石油禁令
，歐洲將受到沉重打擊。

據路透社報導，歐盟各國政府本週將在外交部長會
層面首先對此展開討論。拜登將於週四抵達布魯塞爾，
並在七國集團範圍內與歐盟國家領導人舉行峰會。

此前，西方國家已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包括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路透社稱，過去三週，歐盟
實施了四輪制裁，制裁對象包括685名俄羅斯人和白俄
羅斯人。一名“匿名歐盟高級外交官”稱，歐盟“正在
準備進行第五輪制裁”。

不過，是否將製裁大棒揮向俄羅斯能源領域，歐盟
一直在猶豫。此前，美英兩國已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能
源，但鑑於歐洲天然氣供應過於依賴俄羅斯，歐盟27
國並沒有立刻跟上。

該“匿名外交官”對路透社表示，包括立陶宛在內
的波羅的海國家正在推動禁止俄羅斯能源，但德國警告
不要行動太快，因為歐洲的能源價格已經很高了。

路透社稱，歐盟40%的天然氣依賴俄羅斯，而德國
是歐盟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德國也是歐盟最大的俄羅斯
能源進口國。

本週四，拜登將出席北約緊急峰會以及七國集團會
議。白宮表示，拜登將參加預定的歐洲理事會峰會討論
烏克蘭局勢。有分析指出，拜登屆時可能竭力推動歐盟
國家對俄羅斯的能源禁令。

美國總統拜登訪歐美國總統拜登訪歐，，歐盟將討論對俄石油禁令歐盟將討論對俄石油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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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
2022年3月21日（星期一）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中方主張亞太地區“四要四不要”
要珍視和平，不要破壞地區安寧
◆今天的亞太和平局面來之不易，要悉心維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誕生於
亞洲，中美上海公報發端於亞洲，8年前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
觀，也是首先面向亞洲，這在今天看來意義尤為重要。任何國家都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
身所謂絕對安全。

要相互尊重，不要粗暴干涉內政
◆各國都要尊重彼此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有權走自己選擇的發展
道路，不搞強加於人、不干涉別國內政，也不需要什麼“救世主”、“教師爺”。

要團結合作，不要製造分裂對抗
◆現在恰恰有人逆潮流而動，搞什麼“印太戰略”，到處惹是生非，蓄意拼湊封閉排他的“小
圈子”“小集團”，把地區帶上碎片化、陣營化的邪路。這樣的“印太戰略”與歐洲的北約
東擴一樣危險，如任其推行，最終會把亞太推進火坑。

要自立自強，不要讓他人主宰自己命運
◆亞太各國都要做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做任人擺布的棋子。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為立身之
道，在國際事務中保持客觀公正立場，獨立作出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判斷決策，實施自主、
平衡、穩健的外交政策，在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實現聯合自強。

來源：中新社

冀美方將拜登積極表態落到實處
樂玉成介紹中美元首視像通話相關情況 指交流十分坦誠深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19日

在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四屆戰略與安全國際論壇發表演講

時，應詢介紹中美元首視頻通話相關情況，強調美方要將拜登總統關於中美關係的

積極表態落到實處。在談及烏克蘭危機時，樂玉成說，危機的根子還是冷戰思維和

強權政治。烏危機為我們看待亞太形勢提供了一面鏡子，促使我們思考如何才能使

亞太避免重蹈烏克蘭危機的覆轍。

久
居
太
空
因
﹁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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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空間站“天
宮課堂”第二講將於23日開課，神舟十三號航天員
乘組日前向地面發來觀看授課直播的視頻邀請。透
過視頻，人們發現航天員“變胖”了，是因為“太
空伙食”太好了嗎？神舟十二號乘組航天員聶海勝
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詳解個中緣由。

曾“三上太空”的聶海勝介紹說，在太空中變
得“浮腫”其實是一種正常的生理反應。失重以
後，體液需要重新分布，而且往頭部分布得更多一
些，所以航天員看上去會顯得比較胖；此外，由於
人的肌肉也有重量，在地面時，肌肉受到向下的
力，在太空中，由於肌肉失去地心引力牽引，還會
出現“拉皮”的美容效果。

“主要的原因還是失重對人體體液分布的影
響。”聶海勝說，隨時間推移，航天員適應失重
環境以後，這種情況會有所好轉。他指出，在太
空，每一件事情都很有趣，失重環境下的飄移、飲
水、吃飯，甚至睡覺都和地面有很大的區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趙一存
報道，新華社19日晚發布消息稱，著名的社
會活動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傑出領
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第九屆、十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
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八屆、九
屆、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何魯麗同志，因病
於2022年3月19日0時45分在北京逝世，享
年88歲。

何魯麗出生於1934年 6月，山東菏澤
人，民革成員，1957年參加工作，北京醫學
院醫療系畢業，大學學歷，副主任醫師。她
早期在醫院工作，1984年任北京市西城區副
區長，1988年任北京市副市長，民革中央副
主席、北京市主委，1993年同時任全國婦聯
副主席。1996年，何魯麗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主委，全國婦
聯副主席。199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至2003年 3月），民革中央主席（至
2007年12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至
2008年10月）。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

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曾親歷香港回歸
根據人民政協網轉載團結網的報道，

何魯麗長期關注香港。1997年，作為中國
政府代表團成員，何魯麗在中英兩國政府

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現場親歷了香港回歸。
“從人們綻開的笑臉中，從藝術家們激昂
的歌聲、奔放的舞姿中，從手擎國旗和香
港區旗的少年兒童隊伍中，我深切感悟到
香港同胞發自內心的喜悅和主人翁的自
豪；感悟到香港同胞一定會把香港明天建
設得更好的信心和能力。”參加完香港回
歸儀式，何魯麗在返京的飛機上，激動地
寫下《百年盛事 歷史新章——寫在香港回
歸第一日》一文。

寄望港青融入祖國
“香港的回歸，本身就是很好的愛國主

義教育，不僅對香港同胞，而是對全國人
民。”何魯麗在2017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
愛國愛家園，首先得認識自己的國家和家
園。同時，也希望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一
代，能更好融入祖國發展的大好機遇，當前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
建設，都是難得的歷史機遇。知道了國情，
了解了港情，自己成為有擔當的一代，香港
的繁榮穩定是有保障的。

樂玉成表示，3月18日晚上，習近平主席應約
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通話，雙方就中美

關係、烏克蘭局勢等問題談了整整兩小時，氣氛十
分務實，交流也十分坦誠深入。

中美關係目前遭遇越來越多挑戰
關於中美關係，樂玉成說，拜登總統首先積

極評價50年前美中兩國發表的“上海公報”，認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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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登在去年11月曾向習近平主席表達了“四不一無
意”的對華態度，這次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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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玉成說，習近平主席對拜登的這一表態表示
十分重視，強調我們都贊同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
共處、避免對抗，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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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玉成說，習近平主席重就台灣問題強調指
出，目前中美關係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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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重
申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無意同
中國發生衝突。兩國元首均表示將致力於管控好分
歧，保持密切溝通和交流。

關於烏克蘭局勢，樂玉成說，習近平主席闡明
了中方關於烏克蘭問題的基本立場，指出中方歷
來主張和平，反對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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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應該共同支持俄烏對話談判，談出結果、談
出和平。習近平主席專門引用了中國的兩句老
話，一句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另一句是“解

鈴還須繫鈴人”，敦促有關各方展現政治意願，
繼續對話談判，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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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還強調，確保安
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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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也介紹了美
方的立場，表示願同中方溝通，防止事態升級。

烏危機根子還是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
樂玉成說，追根溯源，烏克蘭危機根子還是

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首先，不能追求單方面絕
對安全。其次，不能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第
三，不能把全球化“武器化”。第四，不能把小
國當槍使。

樂玉成指出，烏克蘭危機給我們看待亞太形勢
提供了一面鏡子。我們看到，亞太面臨兩種截然
不同的選擇：是共建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大家
庭，還是奉行冷戰思維，搞陣營對抗的“小圈
子”？我的回答是“四要四不要”：要珍視和平，
不要破壞地區安寧。要相互尊重，不要粗暴干涉內
政。要團結合作，不要製造分裂對抗。要自立自
強，不要讓他人主宰自己命運。（詳見表）

◆◆上世紀七十年代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關係曾以中美關係曾以““乒乓外交乒乓外交””破冰破冰。。20212021
年年44月月1010日日，，上海紀念中美乒乓外交上海紀念中美乒乓外交5050周年系列活動在國周年系列活動在國
際乒乓球聯合會博物館和中國乒乓球博物館開幕際乒乓球聯合會博物館和中國乒乓球博物館開幕。。圖為參加圖為參加
上述活動的中美選手參加乒乓球友誼賽上述活動的中美選手參加乒乓球友誼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3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出席清華大學

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屆戰略與安全國
際論壇並發表演講。 網上圖片

民革中央前主席何魯麗逝世 享年88歲

何魯麗
1934-2022

◆航天員王亞平
去年 11月在太
空工作一個月後
的照片（左）與
地面照（右）對
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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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日本關東因地震大面積停電
200萬戶受影響，無光的東京難璀璨

綜合報導 日本東北部的

福島縣海域發生了較大規模

的地震，與此同時日本氣象

廳也發布了海嘯警報，提醒

福島縣和宮城縣沿海地區的

居民做好防範。

據悉地震發生在當地時

間深夜11點半多，震級爲7.3

級，震源深度60公裏，而遠

在約274公裏外的首都東京

也有強烈的震感。

根據當地時間17日淩晨

3點多日本雅虎的報道稱，

地震已經造成福島縣相馬市

一名60多歲的男子不幸身亡

，是在准備逃離住宅時，從

自家二樓窗口處跌落導致的

。此外還有119人受傷。

盡管此次地震目前已經

停止，海嘯警報也已經解除

，但未來一周還會有再次發

生震度達6級的地震，日本

內閣官房長官在記者會上提

醒福島縣和宮城縣的居民們

還需保持警惕。

而這也很容易讓人想起

11年前，也就是2011年那場

震驚全球的“3.11”東日本

大地震，震源深度達到了9

級，死亡人數達到了 15900

人，此外還有2523人下落不

明。

而更令人們擔心的是，

由于核電站受損嚴重，危害

性極強的放射性物質泄漏，

地震引發的後果仍在持續，

並且極可能對周邊國家也會

産生不良影響。

而此次福島再次發生地

震，也難免讓人們再次陷入

擔憂之中，好在目前看來還

不算特別嚴重。

而因爲大地震，日本東

部地區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停

電。據東京電力公司表示，

整個關東地區至少有200萬

戶斷電了，僅在東京就有70

萬戶。

東電方面表示，仍在檢

查福島核電站的運行狀況，

以便尋找是否有任何的損壞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異

常情況。

作爲世界知名的大都市

，東京也是一座“不夜城”

，燈火通明很是璀璨，而因

爲停電，這裏瞬間暗淡了下

來，難有平日的榮光。

東京都江東區的一家便

利店，停電後，人們只能在

黑暗中選購心儀的食物了，

好在有人提著應急燈。

不過冰箱裏那些需要冷

藏的食物，如果不被盡快買

走的話，就只能是被當成垃

圾處理了（當然過了保質期

也一樣需要扔掉）。

這對那些好不容易從疫

情中恢複過來的小本生意經

營者來說，並不是什麽值得

開心的事情，對于很多生活

在“不夜城”的人們來說，

這個時候才是他們最暢快的

時刻。

畢竟很多店鋪的營業都

是持續到淩晨的，一些店鋪

直到拂曉時分才會關門。

而因爲停電，日本媒體

也是推出了“睡前地震對策

”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們

1、盡量避免睡在重物的

前面，比如電視櫃、書架、

五鬥櫥等，地震很可能會導

致這些東西傾倒。

2、應急手電筒等要放在

隨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3、拖鞋等能夠保護腳底

且適合走動的物品，也要准

備好。

4、智能手機也要放在身

邊，並提前做好充電，保證

隨時電量充足。

此外，即便是較強震感

的地震過去後，也可能會再

次發生地震，不能輕易放松

警惕。

泰國有序迎接疫情結束
曼谷已放寬酒類限製，允許千人活動

綜合報導 此舉旨在公共衛生措

施下實現經濟和社會活動正常化。此

前，泰國衛生部已擬定新冠疫情結束

的4個過渡階段，同時，泰國醫學專

家呼籲必須停止新冠檢測並重點關注

門診和治療。

泰國首都曼谷正在放松對酒類銷

售的規定。根據曼谷市長阿斯溫（As-

win Kwanmuang）昨天簽署的曼谷市

政管理局（BMA）公告，從今天開始

，購物中心和活動場所可以在晚上11

點之前提供酒精飲料。公告涵蓋酒店

、展覽中心、會議中心、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社區購物中心、會議廳和

宴會廳的會議、研討會和活動。

供應啤酒、葡萄酒和雞尾酒的場

所，需要通過SHA+和Thai Stop Cov-

id 2 Plus標准認證，可以服務到晚上

11點，這是泰國政府爲防止新冠傳播

而制定的安全和健康標准。

舉辦活動需遵循公共衛生部和泰

國會展局制定的新冠預防措施。參加

活動的人數限制在1000人以內。若超

過1000人，組織者需要在舉行活動之

前獲得曼谷市政府衛生局的許可。

酒吧和娛樂場所仍被勒令關閉，

除非獲得作爲餐館經營的許可。

場地經營者必須遵守任何曼谷市

政關于限制參加人數或場地適用性的

公告。根據《傳染病法》和/或緊急法

令，違反者將面臨監禁、罰款或兩者

兼施。

韓東部山火主要火勢撲滅 持續時長創歷史紀錄
綜合報導 據消息，曆經213個小時

43分鍾的連續撲救，本月4日上午始于慶

尚北道蔚珍郡的東海岸森林火災主要火

勢終被撲滅，森林火災危機警戒級別也

從“嚴重”降爲“警戒”。

當地時間3月4日上午11時17分許，

慶尚北道蔚珍郡北面鬥川裏野山一帶發

生大火，火勢趁風蔓延至江原道三陟市

、江陵市、東海市等地，一度威脅到韓

蔚核電站、三陟LNG生産基地等重要建

築群。5日，韓國消防廳首次面向全國發

布最高級別火險預警。

據悉，該山火共持續213小時

43分鍾，創下1986年開始相關統計

以來最長紀錄。13日晚間最新統計

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當天早上

6時，因此次山火受損土地面積共

計達24940公頃，破2000年東海岸

山火受損面積紀錄(23794公頃)。

另據《首爾新聞》《京鄉新

聞》統計，雖然此次山火未造成人

員傷亡，但仍導致908處設施遭受

重大損失，其中包括388座房屋、193座

工廠倉庫、227座農業設施以及90座宗教

設施。

在救災過程中，韓山林廳從軍方、

消防部門和地方政府獲得援助，出動了

1212 架直升機與 6180 台裝備，動員了

69968名森林滅火隊、公務員、消防員、

士兵、警察等相關人員全力滅火。主要

火勢現雖已撲滅，但完全撲滅殘火仍需

時日。

目前，韓國有關部門一方面在警方

協助下，調查山火發生原因，若與個人

相關，將通過聯合取證確定嫌疑人；另

一方面正著手修複受災山林及支援受災

民衆重建，並將在4月初前完成地方恢複

計劃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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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無論政治取向有何不同，每當世
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男性新領導人出現
時，其伴侶也一定受到世人矚目。剛當
選南韓總理尹錫悅的準第一夫人金建希
，亦無可避免地集中在舉世的聚焦燈光
之下。

金建希比尹錫悅小十二歲，貌美如
花而且保養得當，但也是一位爭議頗多
的女性，特別是被指為不當地干預今次
南韓總統的選舉，出現公眾形象欠佳的

說法。
四十九歲的金建希在尹錫悅得票率

明顯佔優勢時的清晨四時，曾接受南韓
媒體訪問。她說： 「我會努力幫助總統
當選人，更加關注那些（生活在）社會
黑暗角落、政府之手無法觸及的民眾。
」 這樣聽來，能夠即時取悅廣大選民、
然而也有媒體在稍後提出質疑。

尹錫悅與金建希乃於二○一二年結
婚，剛巧距今10 年，當時金建希四十
歲，尹錫悅五十二歲，之前皆無婚姻紀
錄。迄今兩人膝下並無子女，僅與四隻
狗、三隻貓一起共同生活。

金建希畢業於京畿大學美術系，之
後攻讀藝術教育碩士，最終取得數位設
計博士學位。她曾在大學擔任講師，於
二○○七年成立策展公司Covana Con-
tents，曾舉辦瑞士雕塑家賈科梅蒂等多
位知名藝術家展覽，在南韓策展業界相
當知名。

尹錫悅參選總統後，金建希的 「黑
歷史」 也被翻出來，例如被控涉嫌操縱
股價，以及工作履歷造假等，爭議頗多
，因此她在丈夫競選期間，始終保持低
調，有見金建希公眾形象不佳，尹錫悅
已承諾將會取消慣常的總統辦公室的第
一夫人事務團隊，以避免媒體的窮追猛
打。

在今年一月中，金建希曾與首爾一
張大報的記者有過通話。不過卻被競選
對手曝光，被指不當干預選舉活動，一
度成為影響丈夫選情的最新變數之一。
原來她在長達七小時、共計五十二次的
通話中，意圖說服該名記者加入其夫婿
的競選團隊中來，因此被質疑 「不當地
積極介入丈夫競選活動中去」 。因為金
建希在通話中對批評她的媒體人士表示
： 「若我掌握政權，他們不可能全身而
退。只要有了權力，調查機關就會自動
知道要立案調查，權力就是那麼強大。

」 YouTube頻道 「首爾之聲」 ，接着公
開部分內容，金建希被曝在電話中發表
「我丈夫如果成為總統，你將獲益良多
」 、 「要是做得好，將來可以給你一億
韓圜（約合八萬美元）」 等言論。

不過尹錫悅極力否認妻子干涉選舉
，並對You Tube媒體 私下曝光其太太
的私人談話，為 「不正當的行為」 ，表
示遺憾。

回頭來看南韓總統尹錫悅和相差十
二歲的妻子金建希，初識時，大有 「郎
有情妹無意」 的，因為雙方年紀相距
12 年，而追逐在金建希裙下的男子亦
為數不少。不過其後被尹錫悅的誠意打
動，他甚至向女方許下承諾： 「我會為
你做一輩子的飯。」 令金建希大受感動
。

正當尹錫悅勝出總統大選之後，剛
剛是其夫婦結婚十周年的紀念日，韓聯
社即時進行採訪，引述兩人身邊人士稱

，尹錫悅剛認識金建希時，曾因兩人年
齡相差十二歲，認為不可能與對方發展
戀情，因此故意把金建希的名片丟掉，
不打算再聯絡。不過，尹錫悅還是暗自
記下金建希的電郵地址。始終無法忘懷
對方。不久便透過電郵表達向女方表示
傾慕，並透過兩者相熟的友人來牽引，
這才帶起姻緣的紅線來。

金建希去年十二月因偽造學歷等醜
聞公開道歉時，也提到與丈夫的初識。
她原本因為尹錫悅是檢察官，以為對方
是很可怕的人，但看到尹錫悅總是穿着
一樣的服裝，而且總是自信滿滿，也懂
得對後輩付出，因此對他改觀。金建希
向媒體透露，尹錫悅曾說過讓她最感動
的一句話就是： 「我會為你做一輩子的
飯。」 她說，兩人結婚時尹錫悅許下了
這項承諾，到現在都一直遵守着諾言，
「相信他也會遵守對國民做出的承諾」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且說貌美如花的南韓總統嬌妻且說貌美如花的南韓總統嬌妻 楊楚楓楊楚楓

美國應在與中國的角逐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價值美國應在與中國的角逐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價值
吳建民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著著

本文首次刊登於《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專欄，文章名為《 US must put
strengths and values first in competition with
China》。本文為中文翻譯版。

美國國會將在近期對參議院的《美國製造法
案》（Make it in America Act）以及眾議院的
《美國競爭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進行商討。這兩項法案雖存有本質上的差異，但
也都將 「創新」 列為與中國競爭的重點。

地緣政治競爭就好比商業競爭，它並不一定
是壞事。我們當前需要的是通過政策導向，充分
發揮國家優勢和價值，更明智地參與競爭。在這
一點上，美國國會依然任重而道遠。

首先，國會必須意識到誰是推動創新的主體
。從前全美三分之二的研發費用都是由政府提供
，其餘則來自於私營企業。

如今已迥然不同。過去四十年間，政府在研
發方面的開支基本保持不變，而企業方面的投入
卻大幅提高並遙遙領先於政府機構，目前，政府
的經費投入佔比已降至24%。得益於私營企業方
面的努力，美國不僅在研發的資金投入方面領先
全球，而且在資訊科技和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
的專利數量也名列前茅。但停滯不前的研發財政
支出已開始動搖美國的領先地位。

美國研發支出（1953-2016）

我們從歷史中總結出兩大經驗。其一，通過
一項創新法案振興聯邦支出，並著重鼓勵私營部
門。其二，這項法案應避免任何可能削弱美國企
業競爭力的措施。就這一點來看，目前外界對於
商討中的兩項法案褒貶不一。一方面，儘管參眾
兩院的法案內容不盡相同，但都包含政府科研急
需的資金。其中，參議院法案建議撥備90多億美
元用於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中設立一個專注於科技創新的理事

會。在用於美國半導體研究和製造方面，兩項法
案所建議的撥款之和達520億美元。

此外，上述法案還將進一步延伸小型企業創
新研究計劃（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
search,，簡稱SBIR）及小型企業技術轉移計劃
（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簡稱 STTR），
通過資助創新技術型企業，推動美國的科研進程
。

獲得政府專項資金的企業將受益匪淺。政府
資助不僅能促進企業研究發展，其審核過程也能
為投資者帶來信心，從而投入更多資本。總部位
於加州的SOFIE Biosciences專注於研發用於診
斷和治療多種疾病的藥劑。他們憑藉一項新技術
在 2011 年獲得 15 萬美元的概念認證獎金
（proof-of-concept grant），並在一年後又獲得
了 100萬美元的原型開發獎金（prototype devel-
opment grant ）。這正是一個政策導向帶動私營
部門進步的完美案例。

但另一方面，擬議法案中的一些條款對美國
的創新和競爭力有損無益。例如，眾議院提案中
的一項條款要求企業報告任何涉及汽車、農業等
眾多領域的對華投資項目。負責審查相關投資的
委員會可以向總統提議，阻止這些交易。

這類措施會給企業帶來諸多問題，最終會影
響美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榮鼎諮詢（Rhodi-

um Group）的一項研究估計，美國在過去20年裡
對華投資的項目中，有43%屬於該法案可能涵蓋
的範圍。這些官僚制度將成為企業的惡夢，特別
是對小型企業而言，他們沒有充足的資源來辨別
可能被監管的交易，更不要說向管理機關進行報
告。這類條款會導致想要在華擴大市場的美國企
業舉步維艱；同時，美國境內的外企也會受到影
響，使美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下滑，特別是在美國
希望佔據領導地位的高科技領域。

因此，相關立法者在解決兩院法案分歧時應
審慎篩選適用的條款，支持增加政府研發支出的
政策，尤其是能加強小型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力
的措施，並且避免會給企業帶來繁文縟節和不確
定性的規定。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認真審視當前政策對
於美國華裔科學家的影響。由司法部提出的《中
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表面上旨在打擊
經濟間諜活動，卻引發了一連串針對華裔科學家
毫無根據的指控，這些指控佔《中國行動計劃》
所有案例的90％，且已產生了寒蟬效應，導致許
多華裔科學家擔心自己因創新發明而成為被懷疑
的對象。

簡而言之，美國想要在市場中進行有效的角
逐，就應謹慎地排兵佈陣，著重於發揮自身優勢
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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