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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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柏林27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稱俄羅斯總統蒲亭為 「屠
夫」 、不能繼續掌權後第二天，德國總理蕭茲今天表示，儘管莫斯科入侵烏克
蘭，但俄羅斯政權更迭並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目標。

蕭茲（Olaf Scholz）告訴國營德國第一電視台（ARD）: 「這不是北約的目
標，也不是美國總統的目標。」

他補充說： 「我曾有機會在白宮與他進行長時間交談，我們也討論了這些
問題。」

拜登（Joe Biden）昨天在波蘭首都華沙發表充滿激情的演說，他在譴責蒲
亭（Vladimir Putin）是入侵烏克蘭的 「屠夫」 之後，於演講結束時稱： 「看在
上帝的份上，這人不能繼續掌權。」

白宮隨即迅速採取行動，淡化拜登的言論。
蕭茲今天指出： 「民主、自由和正義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未來，但人民乃至

國家要為爭取這種自由而戰。」
蕭茲發表這項評論前，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也發表談話

，警告不要 「升高」 與蒲亭的口舌之爭。

忙滅火忙滅火 德稱北約不尋求俄國政權更迭德稱北約不尋求俄國政權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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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Chiling Tung was hosted by The National
ACE small business in-person roundtable series
which gives local Houston Asian American &
Pacific Islander business owners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and network with key elected officials and
corporate leaders on current business issues that
affect them directly. Those issues include the

current state of business, the affects of
Covid-19, the anti-AAPI hate policy and
the recovery of AAPI business in the
Houston market.

President Tung explained to everyone
how the major American enterprise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are willing to help local
small business in many ways.

Today small businesses are playing a
major role in our economies. During the
epidemic we found that the main problem
of many businesses in our community is
that they are “micro- businesses.” In
other words, most of them are operated by
families or couples plus one or two
employees. They don’t have any

complete or rel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tax
returns.

When we encounter major disasters and
epidemics,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you to have a
basic accounting record for disaster relief
assistance. Otherwise,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approval. The other problem is the culture issue.
Most of the new immigrants came from Asian
countries and mos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do not
provide assistance to businesses. As long as they
don’t ask for bribes from them, they will be
thankful to god. And because of their self-reliant
nature, they are not used to asking for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in time, we must correct
this concept. What we are spending today is the
Texas money we pay to the government for taxes.
All of the salaries paid to officials come out of the
taxpayers’ money.

We are so grateful to President Chiling Tong. Sh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large compani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ethnic minority businesses.

What we do today for our community will inevitably
leave an historical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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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Of Local Small BusinessThe Problems Of Local Small Business

由在華府全美少數族裔商會組織
長董继璘女士在休斯敦主持的中小商
業圓桌會議中, 我也參加了並發言，
陳述我們今日面對之挑戰。

圓桌會議上有來自许多政府及大
企業代表，能和少數族裔之業者代表
面對面交谈，主要是討論疫情期間如
何面對種族歧視，治安及経營上之困
難等問題。

席間董會長為大家解說美國各大
企業及联邦政府是如何伸出援手為大
家服務，會上許多中小企業紛紛表示
了他們許多困境，需要聯邦州及市政
府之協助。

今日美國整體経濟中，小型企業
是最重要之主力 ，在此疫情期間，
我們發現了許多在華亞裔社區之商家
主要之問題，其中包括大部分商家是
微企業，换言之多半是家庭夫妻檔加

上一二位員工，他們沒有比較完整的
財務報表及報稅記录，當遇到重大災
難及疫情時，政府之救災必須有所依
據，否則非常難予批准。其次是華亞
裔人士來自許多亞洲國家，他們以前
的僑居地政府多半沒有救助企業之說
，只要官員不向他們索取賄賂就謝天
謝地了， 由于他們自立更生之天性
，也不習慣向政府求援了。

但是， 我們在此關鍵時刻 ，必
须要糾正這種觀念，我們大家所花費
的是我們自己徼納的税金，官員們支
領之一切薪金，都是納稅人的錢。

我們非常感謝董會長，她扮演的
是政府、大企業和少數族裔之溝通橋
樑工作，我們也要代表所有國際區中
小企業表示由衷之謝忱。

我們今天所做所為，對社會之奉
獻，必然會留下歷史之記录。

少數族裔及華亞裔商界之困擾少數族裔及華亞裔商界之困擾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烽火與愛心烽火與愛心----向烏克蘭難民伸援手向烏克蘭難民伸援手

（綜合報道）自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向
“不友好國家”供應的天然氣只能用盧布支
付後，歐洲天然氣價格飆升，也讓西方著急
跳腳。

當地時間3月28日，德國副總理兼經濟
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哈貝克在與七國集
團（G7）能源部長視頻會議後宣稱，已拒絕
俄方“只收盧布”要求，有七國集團部長都
認為俄方此舉是“單方面違背現有協議”，
同時呼籲有關公司抵制該要求。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
席伊万•阿布拉莫夫在評論哈貝克的說法時
指出，歐洲對俄方要求的拒絕“肯定會導致
天然氣停止供應”。

俄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也於
當天表示，俄方正在處理其向“不友好國家
”提供的“以盧布支付天然氣費用計劃”的
細節，但如果歐洲拒絕以盧布支付，俄方也
不會“做慈善”。

據報導，哈貝克在七國集團能源部長視
頻會議後向記者表示，已拒絕普京要求“不
友好國家”用盧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要求
。

按照哈貝克的說法，七國集團部長一致
認為，”這是（俄羅斯）單方面的明顯違背
了現有協議。”

哈貝克稱，各國部長們再次強調“已簽
訂的協議是有效的”，“（各國）公司應該
也必須尊重它們……以盧布支付是不可接受
的，我們呼籲有關公司不要滿足普京的要求
。”

“普京分裂我們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正如你從這種偉大的團結和決心中
看到的——我們不會分裂。”

目前，德國正擔任七國集團的輪值主席
國。

同樣是28日，意大利跨國石油公司埃尼
集團CEO德斯卡爾齊在阿聯酋舉行的全球能
源論壇上表示，埃尼公司不會以盧布支付俄
羅斯天然氣的費用，因為公司“無法做到這
一點”。

“我們在那裡（俄羅斯）沒有資產，沒
有投資，沒有項目，問題在天然氣上。”德
斯卡爾齊說，“現在他們（俄羅斯）要我們
用盧布支付（天然氣），這很難，因為我們
沒有盧布。而且它（用盧布支付）也沒有寫
在協議裡，因為協議寫的是歐元，你不能單
方面改變合同。”

德斯卡爾齊補充說，“（來自俄羅斯）
的天然氣目前是從烏克蘭輸向意大利的”，
但該公司“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

德斯卡爾齊還指出，歐洲從未考慮過未

來的能源安全問題，來自非洲的天然
氣供應可能成為俄羅斯天然氣的替代
品。
此外，當被會議主持人問及埃尼集
團是否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時，德斯

卡爾齊稱，該公司已經宣布退出與俄羅斯聯
合開展的“藍溪”（Blue Stream）項目，且
與俄羅斯石油公司的聯合項目在2014年就已
被凍結。

公開資料顯示，“藍溪”是由俄羅斯天
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和埃尼集團
共同開發的天然氣管道，旨在將天然氣從俄
羅斯輸送到土耳其，於2003年正式開始運作
。
3月1日晚間，埃尼集團宣布將出售該公司在
“藍溪”項目中的股份。

據俄新社報導，對於哈貝克的說法，俄
羅斯聯邦委員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席伊万
•阿布拉莫夫回應稱，歐洲對俄方要求的拒
絕“肯定會導致天然氣停止供應”。

“如果我們的條件是用盧布支付，那就
意味著必須用盧布支付。他們（歐洲）有足
夠的機會為此購買盧布，你可以在任何交易
所立即購買盧布。”

塔斯社報導稱，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
夫也於28日表示，莫斯科正在處理其向“不
友好國家”提供的“以盧布支付天然氣費用
計劃”的細節。

“供應過程非常複雜。”佩斯科夫說，
這包括“供應、支付和平衡調整”。

“目前，所有的方案都是由各部門和俄
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共同製定的，之後
將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當被問及歐洲拒絕以盧布支付俄羅斯天然氣
費用將如何應對時，佩斯科夫表示，這些問
題應該隨著事態的發展而得到解決。

“但我們肯定不會免費供應天然氣，這
是肯定的。基於我們的情況，做慈善反正是
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據觀察者網此前報導，3月23日，普京
在當天一場政府會議中表示，對於俄羅斯向
“不友好國家”供應的天然氣，俄方將只接
受以盧布付款。

隨後，歐洲天然氣價格應聲飆升34%，
至每兆瓦時132.74歐元。同時，美股因能源
價格反彈而受挫，三大指數下跌。

彭博社報導稱，普京此舉是強迫歐洲企
業為跌幅嚴重的盧布“做支撐”。該消息公
佈後，盧布確實上揚，當日兌美元上漲7%，
將今年的跌幅收窄至23%。

3月25日，俄羅斯警告西方，留給他們
的時間不多了：4天后收到的天然氣賬單就該
以盧布結算。

面對這一突然要求，嚴重依賴俄羅斯能
源的德國買家已經“拉響警報”，天然氣供
應的基準價格再度上漲。

歐洲買家以“違約”推諉的情況下，路
透社稱，目前尚不清楚將以什麼樣的機制，
來實現以盧布支付每年價值高達3200億美元
的天然氣出口交易。

七國集團拒絕以盧布結算俄天然氣七國集團拒絕以盧布結算俄天然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殘酷戰火造成的人間哀愁現正一幕幕上演, 烏克蘭數以百萬難民潮湧向
世界各國, 現在是我們向他們伸出援手的時候了, 無論用什麼方式去接濟他們, 都是刻不容緩的事,
因為: 戰火無情,人間有愛!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最新統計，已有超過370萬烏克蘭人逃亡到國外, 比康涅狄格
州的人口還多,如戰火不停, 難民數會快速倍增, 該署預估最終還會湧現數百萬以上難民以及上千萬
在烏國境內流離失所, 斷糧缺水的人民, 真是人世間的悲哀, 普京應以蒼天為念,立即放下屠刀, 莫成
歷史罪人。

據烏克蘭政府統計,在戰爭前, 除被俄羅斯併吞的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外，烏政府實際控制了
3700萬人口，所以因為戰爭而使全國至少流失10分之1人口, 因為烏克蘭法律規定18歲至60歲
男性都要被徵兵上戰場不得離境, 所以出境難民幾老弱婦孺,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包括100萬名
兒童，該會形容那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數字,各國政府與社會機構如何去救濟輔導他們真是非常棘手
的事情!

自戰爭以來，波蘭首都華沙就有30萬難民湧入，人口增加15%,華沙已經被烏克蘭難民包圍
難以承受，拜登總統說，基於人道精神,美國同意接收10萬名烏克蘭難民，並增加對接納難民的
東歐國家進行大量經援，而美國國會也已火速批准了40多億美元的援助，其中14億美元用於幫
助難民危機。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美國現有100多萬烏克蘭裔,集中在東部和中西部城市, 在紐約，芝加哥
、克利夫蘭、底特律和費城等都有不小烏克蘭社區。芝加哥市長表示，已準備好照顧那些來到的
難民。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芝加哥就有大量烏克蘭人，上星期柯林頓和布希前總統曾到這裡
拜會教會, 給予許多援助,這裏的社區也表達全力支持難民之意。烏克蘭天主教堂一直在向烏克蘭
難民提供人道援助,忙著幫助來到芝加哥的難民。

美國在 1975年西貢淪陷後接納了12萬5千名越南難民，這些難民來美後獲得妥善安置, 許多
人實現了美國夢, 現在是拜登實施德政,展現美國精神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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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聞

韓日增死亡病例創新高
緊急批準使用默克新冠口服藥

綜合報道 在過去的23日至24日零時

，韓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爲470例，達到

自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美國

默克公司研發的新冠口服藥“Lagevrio”

膠囊在韓國獲得緊急使用授權，將自本月

26日起首批供應兩萬人份。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4日通報，

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日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395598例，累計確診10822836例。

單日新增死亡病例爲470例，達到自疫情

暴發以來的最高水平。

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表示，決定批

准由美國默克公司研發、韓國MSD進口的

新冠口服藥“Lagevrio”膠囊的緊急使用

授權。這是繼去年12月的輝瑞“Paxlov-

id”之後，第二款獲准在韓國使用的新

冠口服藥。

對于無法使用注射型治療藥物、患有

重度肝功能障礙等不能服用“Paxlovid”

的患者，將使用“Lagevrio”膠囊進行治

療。“Lagevrio”膠囊是核糖核酸(RNA)類

似物，可在新冠病毒複制過程中進入病毒

，引導其自行消亡。該膠囊須服用五天，

患者應在被確診並出現症狀後的五天內盡

快用藥。

韓國政府計劃首批引進兩萬人份藥物

，預計將于24日完成通關程序，26日起將

投入治療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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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韓國聯合參謀

本部(下稱“韓聯參”)說，朝

鮮當天向東部海域方向發射

一枚疑似彈道導彈的發射體

，考慮到導彈射程，初步研

判疑似“火星 -17”型洲際

導彈。

自今年1月5日至本次發

射前，朝鮮已進行7次導彈試

射、1次火箭炮試射和2次偵

察衛星發射試驗。此外，韓

聯參還于本月16日通報朝鮮

當天進行了一次不明發射體

的試射，但未說明發射體性

質。

韓國總統文在寅當天就

此事在青瓦台主持召開國家

安全保障會議(NSC)緊急會議

，他在會上表示，朝鮮此次

射彈撕毀了2018年向國際社會作出的暫停核試

驗和暫停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承諾。

文在寅在會上強調，朝鮮此次射彈不僅

對半島、地區乃至國際社會構成嚴重威脅，

還明確有違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對此表示強

烈譴責。文在寅敦促朝鮮立刻停止加劇局勢

緊張的行爲，盡早回歸通過對話和外交的解

決之道。

與此同時，韓聯參當天在東部海域分

別發射 1 枚“玄武-2”地對地導彈、陸軍

戰術彈道導彈(ATACMS)、“海星-2”艦對

地導彈以及 2 枚空對地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JDAM)。韓聯參強調，韓軍通過軍事行爲

確認，面對朝鮮射彈行爲，韓軍具備隨時

展開精准打擊發射點、指揮設施和支援設

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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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因計劃推出10分鍾送餐服務，印

度外賣平台巨頭Zomato遭到網友強烈譴責。批

評人士稱，該服務會增加外賣騎手的道路安全

風險。

據路透社報道，該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

行官戈亞爾 21 日晚在社交媒體發表文章稱

：“迄今爲止，世界上沒有任何平台能在 10

分鍾內大規模配送新鮮熱食。我們渴望成爲

第一個。”沒想到的是，該文章發布後僅幾

小時便收到大量負面評論。有印度議員質疑

這種商業模式的必要性，還有很多人對外賣

騎手的安全表示擔憂。不少人敦促該公司重

新考慮這項計劃，稱“願意等外賣”，因爲

在印度，“即使是救護車也需要很長時間才

能到達患者身邊”。有印度專家評論道：

“我不想吃別人冒著生命危險給我送來的食

物。”

面對這些質疑，戈亞爾稱“不會給外

賣配送員施加任何壓力”。但批評人士表

示，印度道路風險高，即使在城市中，大

多數道路都坑窪不平，駕車者常常違反交

通規則。有調查顯示，印度每 4 分鍾就有

一人在道路上死亡，每年約有 15 萬人死于

車禍。

緬甸移民局：全面推行身份證電子化
先在3個省邦81個鎮區 試行

綜合報道 就推行國家電子身份

證National-ID 或Smart Card相關，內

比都召開了第2屆E-ID工作委員會協

商會議。電子身份證（E-ID Card）是

生物技術識別對比後生成的電子證件

，可以通過二維碼或條形碼進行居民

身份識別。

在內比都E-ID電子身份推行會

議上，移民監管與人力資源部聯邦

部長吳欽億表示，2021年 10月 26日

第一屆會議上，就推行電子身份證

達成了協議，已經向國家中央領導

遞交了報告。前任政府執政時期也

積極開展過相關工作，我們接下來

會繼續推行電子身份證。雖然工作

計劃很龐大，但是這將是國家邁進

數碼時代的基石。

聯邦部長吳欽億繼續表示，接下

來，我們將在3個省邦81個鎮區試行

電子身份證，計劃將分爲兩部分，一

部分是采集生物信息錄入信息庫，第

二部分是核發電子身份證。開始推行

後，我們會先收集10歲以上的民衆

Biographic Data 及Biometric Data生物

相關特征信息。在委員會的監督下，

我們已經成立了6個工作委員會開展

工作。

對于緬甸當局推行電子身份證一

事，有的網友表示支持，在國際上電

子證件已經成爲趨勢，成功推行後，

外出身份證不會丟失，個人的隱私也

能得到保障。同時，也有民衆表示當

下國內很多民衆仍然沒有身份證，希

望有關部門能夠先爲民衆核發身份證

，爲那些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中老年

人群體多考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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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日增確診首次突破31萬
新冠發病率又創新高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疫情數據顯示，過去 24 小時

內德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首次突破 31 萬。與此同時，

用于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數也創下最高紀錄，達

到 1752。聯邦衛生部長勞特巴赫呼籲老年人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加強針。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 24日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

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爲 318387 人、300 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確診

19596530 人、死亡 127822 人。需接受 ICU重症監護治療的患者總數

當天減少6人，爲 2329人；該國截至目前至少有6310萬人已完全接

種疫苗，約占該國總人口數的 75.9%，至少有 4860 萬人已接種加強

針，占總人口的58.4%。

德國用于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數（平均每十萬人

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繼續上升至 1752。前一天該值爲 1734.2，一

周前爲1651.4。

聯邦衛生部長勞特巴赫呼籲老年人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加強

針。他表示，疫苗接種中心敞開著，可隨時接種。“請所有 70

歲以上的人，所有免疫力弱的人，有心血管問題的人，迅速接種

下一針或者進行第一針疫苗接種，以避免在夏季前的最後幾周出現

感染死亡。”

現行新冠檢測條例規定的公民免費檢測將于3月 31日到期。勞

特巴赫表示，將對此視情調整。如果形勢需要，公民免費檢測5月

31日後亦可進行。“檢測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工具。”

他呼籲，即使酒吧、舞廳等場合不再需要陰性檢測證明，也請公

民繼續用好檢測。在探親訪友、進行慶祝、參加活動時，特別是在

與免疫力弱的人見面之前，請進行檢測。

阿桑奇與伴侶在倫敦獄中舉行婚禮
監獄不允許新郎照片流出

綜合報導 50歲的“維基揭

秘”網站創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

（Julian Assange）在倫敦獄中與

未婚妻斯特拉· 莫裏斯（Stella

Moris）舉行了婚禮。

“維基解密”官方推特

稱，由于監獄方面阻撓，不能

公布新郎當天的照片。與此同

時，美國當局還在尋求引渡阿

桑奇，讓他接受有關18項指控

的審判。

莫裏斯比阿桑奇小12歲，

是一名出生于南非的律師，2011

年加入阿桑奇的法律團隊，2015

年她與阿桑奇開始交往並一直保

持聯系。兩人于2017年訂婚，

生育了2個孩子，目前由莫裏斯

獨自撫養。

這對夫婦自 2021 年 5 月以

來一直試圖舉行婚禮，此前

他們還起訴了英國司法部長

多米尼克· 拉布和關押阿桑奇

的貝爾馬什監獄長，控告二

人妨礙他們結婚。據《衛報》

報道，直到去年 11 月，阿桑

奇和莫裏斯才獲得在獄中結

婚的許可。

今年3月23日，阿桑奇和莫

裏斯的婚禮儀式在倫敦東南部的

貝爾馬什監獄的探視時間內舉行

，阿桑奇自2019年就被關押在

此。

雖然監獄外有大量阿桑奇

支持者，但監獄內的婚禮儀式

規模較小，只有 4 名賓客、2

名官方見證人和 2名保安人員

出席。

儀式結束後，莫裏斯在監獄

外說：“我很幸福，也很難過，

我深愛朱利安，我希望他也能站

在這裏。”

23日，“維基解密”網站

官方推特發布了新娘子的照片，

並稱由于監獄方認爲新郎照片存

在“安全隱患”，所以無法公布

阿桑奇當天的照片。

“維基解密”官方推特還稱

，“阿桑奇因公布真實文件將面

臨175年監禁”。

現年 50 歲的阿桑奇出生

于澳大利亞，2006年創建“維

基解密”網站，2010年該網站

公布了大量美國政府有關阿

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秘

密文件，讓美國的外交形象

遭到巨大打擊，引起轟動和

爭議。

2019年 4月，在厄瓜多爾宣

布撤銷給予阿桑奇的庇護後，英

國警方宣布阿桑奇被捕。

今年3月14日，英國最高

法院裁決，“維基揭秘”創始

人阿桑奇不可以對去年12月英

國高等法院作出的將其“引渡

至美國受審的裁決”提起上訴

。目前，美國當局正尋求引渡

阿桑奇，讓其接受有關18項指

控的審判。

外媒：聯合國秘書長呼籲
在全球建立極端天氣早期預警系統

綜合報導 爲應對全球範圍內極端天

氣頻發局面，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日

表示，在未來5年內，地球上的每個人都

應該受到極端天氣和氣候相關災害的早期

預警系統的保護。

據報道，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

，5年內，極端天氣預警系統應該覆蓋全

球。現如今，世界各地約有三分之一的人

口沒有得到預警系統的覆蓋，在非洲，這

個問題更爲嚴重，大約十分之六的人口沒

有處在這種預警系統之下。隨著氣候“崩

潰”的發生，更多的人可能會受到極端天

氣的影響。

對此，古特雷斯表示，這麽多人仍然

沒有得到早期預警系統的覆蓋，這是不可

接受的，並指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最近發現，半數人口處于氣候

“崩潰”的“危險區域”。他說: “人類

造成的氣候破壞正在破壞每一個地區。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近的一份報告

詳細描述了已經發生的苦難。全球變暖幅

度的每一次增加，都會進一步增加極端天

氣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

對于應對極端天氣所需的資金，古特

雷斯頻繁地呼籲

將富國向窮國提

供 的 氣 候 資 金

的 一 半 用 于 幫

助 後 者 適 應 氣

候危機。目前，

這些資金的絕大

部分用于幫助中

等收入國家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而適應氣候變化

的努力則很難獲

得資金。

聯合國估計，若要確保全球人口得到

預警系統的保護，將在5年內耗資約15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95.6億元)。聯合國希望

，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以及富

裕國家的發展援助，可以提供一些資金。

聯合國也在尋求一些私營企業的捐助。

建立早期預警系統帶來的效益是明顯

的，根據全球氣候適應委員會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2019年的一份報

告發現，投資8億美元來應對氣候災害可

以減少30億至160億美元的損失。假使獲

得早期預警，即使只有24小時，也可將風

暴造成的損失減少三分之一左右。早期預

警系統可以包括風暴警報和熱浪預警，在

沿海地區可以播送高浪或海嘯預警。警告

可以通過手機、公共廣播系統或者電台、

電視、報紙等媒體傳達。

古特雷斯已經要求世界氣象組織領導

這項工作，以確保每個人都受到早期預警

系統的保護。他呼籲在今年11月于埃及舉

行的下一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7)上就如

何實現這一目標制定一項計劃。

北約秘書長：北約正面臨“最大安全危機”，任期將延長一年
綜合報導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宣布，在當日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各國領

導人已決定把他的任期延長一年，至2023

年9月30日。

據報道，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北約國

家領導人已經決定把他的任期延長一年，

原因是北約正面臨著“這個時代最大的安

全危機”。對于這個決定，斯托爾滕貝格

表示“非常榮幸”。

法新社報道稱，北約峰會當日在比

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斯托爾滕貝格

表示，北約同意在羅馬尼亞、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四

個位于東歐的成員國部

署 4 個新的戰鬥群。斯

托爾滕貝格再次重申：

“北約支持烏克蘭的自

衛權，但北約不是俄烏

衝突中的當事方，因此

不希望這場衝突變成北

約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

。北約不會向烏克蘭派

遣軍隊，也不會在烏克

蘭設立禁飛區。”

斯托爾滕貝格曾兩度

擔任挪威首相，于2014年起就任北約秘書

長。原本，他在北約的任期將于今年9月

結束，隨後會出任挪威央行行長一職。但

因其留任北約，挪威政府24日表示，現任

挪威央行代行長巴徹女士將正式擔任挪威

央行行長。

“ 今日俄羅斯”指出，俄烏衝突

爆發的部分原因，是烏克蘭試圖加入北

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表示，北

約在是否接納烏克蘭等問題上缺乏勇氣

、各成員國對此沒有共識。北約的做法

是因爲不想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澤

連斯基稱，他現在已經不那麽熱衷于加

入北約了。

3月24日，澤連斯基呼籲北約將其所

有坦克和飛機的百分之一提供給烏克蘭，

以及沒有限制的軍事援助。澤連斯基表

示，烏克蘭曾向北約提出過援助武器的請

求，但未獲得答複。

制裁俄羅斯
英國“國菜”要斷供

綜合報導 據英國“炸魚工聯合會”（NFFF）主席克魯克稱，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享譽世界的英國名菜“炸魚薯條”所使用的

鳕魚，有一半實則是從俄羅斯進口的。在西方宣布制裁俄羅斯並斷

絕與其商業往來後，這道菜所需原材料已經大爲不足，陷入斷供的

危機。

克魯克稱，盡管他本人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做法，也支持對俄羅

斯進行制裁，但就本行業而言，他們確實無法找到合適的替代供應渠道

。此外，能源價格上漲也推高了他們的經營成本。

“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我們只能轉型去賣炸雞或者土耳其烤肉

了”，克魯克對記者說。

據悉，“炸魚薯條”是起源于19世紀的英國特色小吃，最早是以産

自英國沿海的鳕魚作爲原材料制成的。在二戰期間，由于戰爭導致的物

資短缺使得鳕魚成爲當時英國平民少有能吃到的肉類，這款原本只是街

頭小吃的食物，也因爲陪伴英國人度過艱難歲月的故事，逐漸被人視爲

“英國國菜”。



（綜合報導）美國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紐約市的暴力犯罪
和違法現像已經越來越多，幾乎一半的當地上班族正考慮搬走
，因為他們覺得不安全。

美國晨間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一項針對9000多
名紐約辦公室上班族的調查發現，40%住在曼哈頓的人和
48%住在其他行政區的上班族正在考慮逃離紐約。上週四公佈
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7%的受訪者希望繼續留在這座城市
。

這項調查是在許多白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居家辦公後重
返辦公室後進行的。約84%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兩年中，
情況有所惡化，其中大多數人表示情況“大大惡化”，並表示
通勤者最關心的是安全。

一位受訪者說：“為了讓人們重回辦公室工作，安全需要
放在第一位，我需要感到通勤是安全的，我走路也需要安全感
，我需要對周圍的環境感到安全。”

隨著包括對陌生人的暴力襲擊等犯罪報導增多，許多紐約

人的不安全感上升。在過去兩年中，紐約交通犯罪率飆升，至
少有56人被推上地鐵軌道，其中包括一名1月被殺的亞裔女
性。其他引人注目的案件包括，婦女和老年人遭到錘子襲擊、
被刀砍傷或被踢下地鐵自動扶梯。

調查顯示，只有38%的上班族對這座城市“走在復甦的
道路上”持樂觀態度，約94%認為紐約在解決無家可歸和精
神疾病方面做得不夠，而85%認為襲擊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解
決。

然而RT指出，那些希望打擊犯罪的人可能會失望，因為
曼哈頓新的地區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已經命令工作人員除了
特別令人髮指的罪犯外，不要尋求監禁刑罰。布拉格還禁止檢
察官尋求20多年的刑期，即使是對連環殺手、恐怖分子和強
姦和謀殺兒童的惡劣罪犯。

參與這次民調的一名受訪者說：“已經有調查顯示，與其
他地方相比，紐約是不適合居住的。企業必須向市政府施壓，
要求其執法。”

（綜合報導）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
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美國人對總統拜登在烏克
蘭衝突中的表現越來越失望，幾乎沒有觀察人士
對他處理危機的能力有信心。

據《今日俄羅斯》報導，3月27日公佈的調
查顯示，只有40%的成年人對拜登的工作表現
表示滿意，低於1月份的43%。只有16%的受訪
者表示“強烈支持”總統，而“強烈反對”的比
例為42%。

3月的調查標誌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對拜登
的民意調查創下歷史新低。他在2021年1月上
任後不久，支持率曾達到了60%左右。

美國總統拜登對烏克蘭危機的處理顯然沒有
贏得很多選民的支持。民調顯示，只有12%的
美國人對拜登駕馭局勢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相比之下，44%的人對他的信心“很小”。

另有27%的人表示他們“只有一點點信心
”，而 16%的人表示“相當有信心”。大約
3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擔心美國將過多地捲入
這場衝突，而21%的人表示，他們的政府不會
像它應該的那樣參與進來。令人吃驚的是，57%
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經或將在明年與俄羅斯開戰

。
拜登顯然沒能說服選民，讓他們相信俄羅斯

總統普京應該為美國40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率
負責。調查發現，38%的美國人認為拜登和他的
政策是物價飆升的罪魁禍首。

其他被認為的罪魁禍首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28%)和企業(23%)。只有6%的人認為俄羅
斯對烏克蘭的進攻是造成通貨膨脹危機的最大原
因。

調查顯示，只有33%的美國人讚同拜登處
理經濟問題的方式，低於去年8月的47%。只有
6%的人說他們的收入增長快於生活成本，而
62%的人說他們的家庭在經濟上落後了。

大約71%的人認為國家正在“錯誤的軌道
上”，而22%的人認為國家正在“朝著正確的
方向前進”，與1月份的結果一致。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顯示，83%的
美國人擔心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會使通貨膨脹
更加嚴重，其中56%的人“非常擔心”。其他
擔憂包括擔心衝突將涉及核武器(82%)和拜登政
府將派遣美國軍隊在烏克蘭作戰(74%)。

紐約暴力犯罪難以遏制，近一半上班族考慮“逃離”

總統拜登的支持率跌至歷史新低總統拜登的支持率跌至歷史新低
8080％以上的美國人擔心通貨膨脹更加嚴重％以上的美國人擔心通貨膨脹更加嚴重

（綜合報導）拉美社近日就俄烏衝突刊發評論文章認為，烏克蘭危機中的最大贏家是美國
的油氣行業，該行業的跨國公司為了消除競爭並獲得更大或全部的市場份額，需要抑制來自俄
羅斯的油氣供應。對美國的油氣生產商來說，只要有戰爭，情況就是有利的。文章摘編如下：
遍布世界的媒體充斥著對俄羅斯打算吞併烏克蘭的猜測，並以最荒謬的方式猜測莫斯科，稱它
希望通過切斷天然氣供應來凍結歐洲，但媒體集團中很少有記者詢問東歐的對抗將讓誰從經濟
上受益。

將幾塊拼圖拼湊起來，烏克蘭危機中的一些明顯贏家開始浮出水面，無論是迄今以來的有
限衝突或“特殊行動”，還是真正的全面戰爭，贏家都是——跨國石油和天然氣公司。
雪佛龍、埃克森美孚、殼牌和其他幾家公司，以及與之合作的數百家鑽井承包商和設備供應商
，都希望大幅增加對天然氣需求量大的歐洲的出口，但俄羅斯及其國有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

股份公司正在擋道。
為了消除競爭並獲得更大或全部的市場份額，跨國公司需要抑制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

。
近幾個月尤其是最近幾天，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市場價格飆升。隨著製造業從大流行中有所

復甦，歐洲和亞洲的油氣需求創紀錄，但是供應有限，因為部分設施剛剛複工。
美國的生產商希望參與並控制這一暴漲市場，尤其是在歐洲，那裡的天然氣價格在2021年

上漲了五倍，而現在隨著烏克蘭發生軍事行動，天然氣價格將繼續暴漲。
然而，美國的天然氣價格昂貴，遠高於俄羅斯的天然氣，因為水力壓裂技術大大增加了生

產成本。
此外，為了向國際客戶出口，美國天然氣必須在昂貴的專業終端進行液化並裝載/卸載到油

輪上。
被稱為北溪二號的國際天然氣管道項目對這些跨國公司的銷售尤其構成威脅。對於歐盟和

俄羅斯來說，北溪二號意味著以低成本提供和接收大量天然氣。因此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
止這項巨大的工程。為帝國主義者開戰永遠是第一選擇。

在2021年底北溪二號即將收尾之際，讓美國與其烏克蘭盟友和俄羅斯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
是多麼適宜!

喋喋不休地警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迫在眉睫”，並向東歐派遣北約軍隊和武器，最
終給了美國和北約“想要的結果”。

現在歐洲的能源安全因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而面對危險，誰來提供幫助呢?當然是美國天然
氣工業。

當然，這場危機不僅僅是由天然氣銷售引起的，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國水力壓裂熱潮
開始之前很久。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和北約一直在進行一場針對俄羅斯的運動。北約是為攻擊蘇聯
而成立的軍事聯盟，當蘇聯解體，反共事業失去存在的理由時，西方利用俄羅斯彼時的虛弱，
將其武裝力量部署到該國邊界。隨著俄羅斯重建，新的邏輯變成了對所謂侵略成性的俄羅斯的
“遏制”。

將烏克蘭(在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置於美國的軍事控制之下，並在
那裡部署距莫斯科只有五六分鐘航程的核導彈，這些籌謀仍然是東歐危機的核心所在。
俄羅斯關鍵和不可放棄的安全訴求仍然與此問題有關，烏克蘭成為核國家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

但是，美國強大的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願望為這個等式增加了一個高度複雜的因素。帝國
主義地緣政治目標和資本主義經濟利益很容易融合在一起。

美國天然氣巨頭的賭注是，西歐立即與華盛頓一起以最嚴厲的方式製裁俄羅斯，而德國則
“永遠”切斷北溪二號線。

一夜之間，美國的天然氣銷售必須增加，歐洲才不會挨凍。更多的美國船隻將啟航前往歐
洲港口運送液化天然氣，並滿載利潤返回。對於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來說，只要有戰爭，
情況就是有利的。

美油氣產業是俄烏衝突最大贏家美油氣產業是俄烏衝突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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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連接：一捧泥土
��

“3·21”東航飛行事
故發生後，應急處置指揮

部組織心理專家團隊對旅客家屬開展心理
輔導和安撫工作。截至26日12時，累計接
待家屬共計493人（555人次），涉及17個
省份的74戶家庭。累計安排家屬478人次
到現場弔唁，開展心理評估747人次，開
展心理輔導1,182人次。

心理救援專家組組長尹平表示，心理
救援不是告訴你“不要哭”，而是陪伴，
給他們力量，慢慢走過這段痛苦經歷。在
事故搜尋現場，有乘客家屬使用陶罐帶現
場泥土回家。對此，尹平表示，救援組為
乘客家屬準備了專門的陶罐，裝上墜機現
場的泥土，用這樣的方式讓家屬與親人情

感連接。
截至25日10時，應急處置指揮部已有

序組織安排375名家屬到事故現場弔唁，
並妥善做好遺體遺骸遺物的接收、轉運、
存放與保管等工作。

在事故現場，離現場不遠的山坡上，
應急處置指揮部善後處置工作組在山路一
側設置了祭拜點，並準備了百合、菊花等
鮮花和香燭等祭品。心理援助團隊隊員也
始終在一旁守候，為前來祭拜的旅客家屬
提供幫助。

核心現場對面的山坡上，就是乘客家
屬祭拜祈福的位置，偶爾可以聽到哭聲隱
約地傳過來。

◆央視新聞、澎湃新聞

2022年3月28日（星期一）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于大海 1

東航墜毀客機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已確認120人身份 第二黑匣子已尋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繼華為
等5家中企之後，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再被美列為
“國家安全威脅”。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
當地時間25日宣稱，將中國電信美洲公司、中國
移動國際（美國）公司以及俄羅斯網絡安全公司卡
巴斯基實驗室列入所謂“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的電信設備和服務商”清單。目前已有7家中國企
業被美列為“國家安全威脅”，中國相關部門對此
表示，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惡
意打壓中國企業，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

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FCC稱，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以及卡巴斯基

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風險，使用FCC基金的美國
運營商需移除這些企業在美國農村地區提供的產品
或服務。

商務部：美應停止經貿問題政治化
針對美方頻繁無理打壓中國企業，中國駐華盛

頓大使館回應稱，FCC濫用國家權力，在沒有事
實依據的情況下再次惡意攻擊中國電信運營商。美

方應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中方將採取
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近日亦指出，美方
繼續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在缺乏事
實依據的情況下惡意打壓中國電信企業，違反最基
本的非歧視和公平競爭原則，違反公認的國際經貿
規則，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損害中國企業和包括
美國用戶在內的消費者合法權益，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

高峰強調，“美方應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

理打壓，立即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的錯誤做法，
為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在美經營創造一個
公平、穩定的市場環境。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
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專家：中企需做好合規工作加以應對
開源證券宏觀分析師陳曦對此指出，俄烏衝突

下中美面臨更大不確定性、冷中有暖，美國針對中
國企業的制裁進一步推進，中概股遭遇重創，與此
同時，3月以來中美兩國在多個場合頻頻會晤，美
國宣布恢復對中國部分產品的關稅排除。俄烏局勢
下美歐對俄羅斯制裁不斷加碼，從企業層面看，大
國博弈下美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和制裁亦可能進一步
加碼，中國企業需做好合規工作加以應對。

中方批美惡意打壓中國電信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21”中國東航MU5735航空器飛行

事故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26日晚間確認，“3·21”東航MU5735航班上123

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已全部遇難。

“3·21”東航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現場副總指揮、中國民

航局副局長胡振江在當晚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按照黨中央、國務院對“3·21”東航

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處置的有關要求，“3·21”東航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國家

應急處置指揮部組織消防救援人員、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官兵，以及公安、衞生檢疫、

交通、自然資源等多部門連續6天在事故發生區域開展“拉網式”排查，並組織專家比

對分析各類監控、記錄設備中的視頻影像內容，綜合分析空管雷達、ADS-B等設施設

備記錄的關鍵數據，特別是對墜機現場殘骸分布的勘查判斷和分析，可以確定搜尋現場

已無生命跡象，通過DNA鑒定已確定120名遇難者身份。

“我們懷着無比沉痛的心情在這裏宣布，‘3．
21’東航MU5735航班上123名乘客和9名

機組人員已全部遇難。”胡振江說。
他說，我們堅持尊重生命，對每一名遇難者親

屬負責，後續還將進一步加大事故現場搜尋力度，
繼續尋找遇難人員遺骸、遺物以及飛機殘骸，為事
故調查取證提供有力支撐，同時認真妥善做好遇難
者的善後工作。我們對於這次事故深感痛心，對
132名遇難人員表示沉痛哀悼，對遇難者家屬表示
深切慰問。最後，參加新聞發布會人員全體起立，
為機上遇難人員默哀。

據中通社、澎湃新聞報道，26日，武警官兵同
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仍在全力搜尋第二個黑匣
子，大型機械在核心區進行挖掘作業。由於飛機撞
擊點附近淤積較深，作業比較困難。央視新聞報道
指出，撞擊點附近區域正採用人機協同作業方式，
多方救援力量合作將土運出去。在現場，大量的飛
機殘骸被挖出、整理，不斷運送出來。當天，農場
伐木人員進入現場勘察地形，他們負責清理植被，
為現場創造更便利的條件。現場還能看到，救援人
員腿部深深陷入淤泥中，腳踩進去很難出來。

更多的物品被分門別類，放進數百隻塑料收納
箱。中國之聲報道提到，一些小件物品還會先套上

透明的物證袋。有形狀完整的飛機零部件，也有殘
骸碎片，有乘客的個人物品，還有收納箱上標註的
文字是“人體組織”。部分工作人員的服裝上有
“法醫”或者“現場勘察”的字樣。一位工作人員
在淤泥裏找到幾件紅色的航空救生衣，是扁平的、
沒有充氣。旁邊還有一個白色的小塑料盒，擦掉淤
泥，露出多啦A夢的圖案。

尋到飛機殘骸和碎片24047件
民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朱濤26日表示，截

至26日12時，搜尋到飛機殘骸和碎片累計24,047
件。據新華社報道，“3·21”東航MU5735航空器
飛行事故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27日發布消息稱，東
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的第二部黑匣子已於27日
被發現。

遇難者遺骸物品均妥善保管
廣西自治區民政廳殯葬服務人員已到場協助開

展工作，民政部門對接收的遇難者遺骸、物品均已
妥善保管。自然資源部門完成了對搜救區及其附近
一帶68平方公里的地質災害風險情況調查評估，繼
續開展現場核心區雷達探測工作，探測面積約1,500
平方，共有7條坡面，探測結果已提交指揮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我年輕時曾
在廣西梧州市工作，見過飛機拆解後的零部件，當
在田裏看見那塊‘零部件’時，我就懷疑這是飛機
上掉下來的東西。”廣西梧州市藤縣藤州鎮四旺村
村民黃建義一邊比劃着，一邊描述當時的場景。

發生在廣西藤縣埌南鎮莫埌村的東航客機墜毀
事故已經過去6天，目前救援人員仍在努力尋找第
二個黑匣子。此前的發布會通報，在距離墜機地點
約10公里的一處村莊，一位農民在田裏發現一塊疑
似飛機殘骸。發現疑似飛機殘骸的地方是藤縣藤州
鎮四旺村鴉塘組，發現者黃建義今年已經80歲，思
路清晰、言語表達清楚。據黃建義描述，在田裏發
現的“零部件”長約130厘米，略微彎曲，“零部
件”部分塗有青色，其餘均為白色。“零部件”窄
處約三指寬，寬處約五指寬，破損處可見鐵皮翻
捲，內有棕色纖維。

23日，警方接警後，對發現疑似飛機殘骸的地

點進行警戒，並將該“零部件”帶走。隨後，民航
部門及其他搜救人員趕來，在附近進行大範圍搜索
和勘查。

26日舉行的中國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新聞發布
會透露，上述“零部件”為此次失事飛機機翼上脫
落的部件，調查組還在藤縣多個鄉鎮發現失事飛機
脫落的小部件。

四旺村鴉塘組位於藤縣東南部，距離MU5735
航班失事地點直線距離約12.6公里。據當地村民
說，四旺村鴉塘組上空，經常可以看到有飛機飛
過。近日，藤縣新慶鎮人民政府發布通告稱，若有
事故發生過程相關圖片影像，目擊事故發生過程的
民眾，立即向當地政府報告。若發現有疑似飛機殘
骸、人體組織、飛機乘客行李和隨身物品等，不要
觸碰、移動和破壞，要立即報警並上報政府。

藤縣同心鎮、藤州鎮、塘步鎮、天平鎮等多個
鄉鎮亦發布了類似通告。

當地政府：目睹事故過程或見到飛機殘骸需即上報

◆3月26日，搜救人員在事故核心現場進行拉網式搜索工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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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一天五場發布會，韓國新舊總統鬥爭全面升級，火藥味已經蓋不住了
綜合報導 到底是尹錫悅操之過急，

還是文在寅刻意掣肘？韓國新舊總統交接

這個大瓜，韓國民衆吃著吃著，也發現不

對勁兒了。火藥味濃到已經蓋不住了！

雙方全面開戰的號角在3月22日正

式吹響。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在前一天

宣布了旨在將總統府從青瓦台搬往龍山

的“龍山計劃”。文在寅的發言人在國

務會議上，像怼小孩子一樣，將該計劃

駁斥爲“不切實際”。與此同時，文在

寅憑借執政“主場優勢”，在財權以及

交接工作方面，全面狙擊尹錫悅。

本來“龍山計劃”頂多也就算全民

關注，韓國民衆大多也認爲只是常規衝

突，不會影響交接工作，畢竟這事兒在

韓國民選總統曆史上從未發生過。但是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宣告事態完全失

控。

22日當天，青瓦台國民溝通首席秘

書官樸洙賢先後五次召開新聞發布會，

表示現在搬遷總統辦公室，將會引發危

機管理系統中斷。直接將尹錫悅的龍山

計劃宣告死刑。尹錫悅方面直接罵上了

，拿安保工作說事，令人惡心。尹錫悅

本人則表示，（文在寅政府）再怎麽阻

撓，他也不會進入青瓦台，因爲如果就

這麽進青瓦台，就是在權力面前低頭。

關于“龍山計劃”的爭吵雖然激烈

，但其實並不關乎雙方的核心利益，真

正的利益之爭是從第二天開始的。

3月23日，尹錫悅與文在寅圍繞主

要官員任命的問題爆發正面衝突。文在

寅在當天突然提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亞太局長李昌镛擔任韓國央行

新一任行長。

青瓦台聲稱這一決定是聽取了候任

總統尹錫悅的意見的。但很快遭到尹錫

悅方面回擊稱，他們從未與青瓦台達成

任何協議，或做出任何推薦，只是在公

布提名前10分鍾，被告知了人選。

新舊政權交替之際，雙方都在爭

取往各個關鍵部門安插自己的人。央

行掌握著貨幣政策，文在寅上來就想

“掐尖兒”，這讓尹錫悅非常氣憤。

不過，這在西方選舉制度下，就是基

本操作，當初與拜登政權交接前，特朗

普也做過相同的事。按照程序來看，這

沒有太大問題，但確實會留下“亂權”

、“黨爭”的壞名聲，最好的處理方法

是，雙方能夠坐下來談，達成一個都能

接受的方案。

但尹錫悅一早就預告了要在上台後

調查現政府。外界認爲，他不僅要讓

“青瓦台魔咒”在文在寅身上應驗，還

要把當初的競爭對手李在明送進牢裏，

甚至有可能拉更多共同民主黨人下馬。

就算文在寅再怎麽自信無汙點，那也得

爲他身後的共同民主黨謀後路。

目前關于央行人選，雙方仍在博弈

，韓國輿論認爲，接下來，關于監察院

（審計機構）監察委員的提名，將會進

一步引爆雙方衝突。目前5名監察委員

中有3名是親共同民主黨士，文在寅希

望雙方各提名一人，形成4：3的格局繼

續保持優勢，但尹錫悅明確拒絕了。

文在寅與尹錫悅之間的矛盾，已經成

爲雙方背後政治團體之間的博弈。尹錫悅

急于上位掌權搞政治清算，文在寅則是在

趁最後的權力對未來布局。這場越來越激

烈的政治鬥爭已經引發了韓國各界的擔憂

。韓國政壇有人提議，應該由文與尹的手

下牽頭，雙方達成和解，實現政權平穩交

接。但問題是，稍有不慎就會有牢獄之災

的政治鬥爭，要如何妥協？韓國政壇的血

腥味越來越濃重了。

東電：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
安全殼內水位再下降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宣布，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

安全殼內部水位下降約40厘米，

較18日再下降約20厘米。

安全殼內的水用于冷卻熔

毀核燃料。東電稱，安全殼內

受損部分或進一步擴大，但調

查發現，對熔毀核燃料的冷卻

仍維持正常，也未對外部造成

輻射影響。

福島近海16日發生強震的2

天後，1號機組安全殼內水位約

下降20厘米，22日經再次測定，

水位又下降了20厘米。

當地時間16日，日本福島縣

附近海域發生7.4級地震。東電17

日發布消息稱，受地震影響，福

島第一核電站存放核汙水的85個

儲水罐位置發生偏移，裝有反應

堆報廢作業中用過的防護衣和鐵

屑的6個集裝箱發生翻倒。

越
南
男
子
欲
從
泰
國
劃
船
去
印
度
見
妻
子

無
導
航
在
海
上
漂
流18

天
後
獲
救

綜合報導 泰國海軍解救了一名在海上漂

流了18天的越南男子Ho Hoang Hung，因爲疫

情，該男子與在印度工作的妻子已經兩年沒見

了，由于沒有准備印度簽證，于是他選擇從泰

國劃船去印度。

據報道，3月2日，37歲的Ho Hoang Hung

從越南胡志明市乘機抵達泰國曼谷，並准備轉

機飛往印度孟買，以探望2年沒見的妻子。抵

達曼谷後，Ho Hoang Hung發現去印度需要簽

證，但他並沒有提前申請，因此無法搭坐飛往

孟買的航班。

于是Ho Hoang Hung想到了另外一種方法

，他從曼谷乘坐公交到了吉普島，然後在那裏

買了一艘2.5米長的小橡皮艇，決定劃船穿過

孟加拉灣，到達2000公裏開外的印度。

3月5日，Ho Hoang Hung帶上他的行李箱

，正式出發了。

在海上漂流了18天後，23日，泰國的甲

米府的一艘漁船在斯米蘭群島附近發現了Ho

Hoang Hung。漁民因爲與Ho Hoang Hung語言

不通，而且海風海浪強勁，于是聯系了當地的

海事安全局。

泰國海事安全指揮中心的Pichet Songtan表

示，該男子沒有地圖、指南針、GPS或備用的

衣物，船上只有少量的水和一些方便面。由于

受到逆風的影響， Ho Hoang Hung在海上的

行程也沒有取得什麽進展。

目前，Ho Hoang Hung被接回到吉普島接

受詳細的審訊，泰國海軍也聯系了越南大使館

和印度大使館，但尚未得到答複。

有網友對Ho Hoang Hung爲愛情的勇氣感到敬佩，也有

網友認爲男子過于冒險，航線都不了解，幸虧遇上了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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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景點沿途景點：：瘋馬巨石瘋馬巨石、、魔鬼峰魔鬼峰、、大提頓國家公園大提頓國家公園、、包偉湖包偉湖、、羚羚
羊彩穴等等羊彩穴等等。。於於44//11//20222022參團者加收參團者加收$$100100//人燃油附加費更多詳細人燃油附加費更多詳細
的行程請致電或微信王朝旅遊的行程請致電或微信王朝旅遊。。我們等著和您們一同出發我們等著和您們一同出發！！

尊敬的首席執行官
我寫這封信不僅表達了我的不滿，

也表達了我的不理解，坦率地說，我對
你們在香港應對新冠肺炎的政策感到厭
惡。

你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一項政策，這

往往與其他最近的、違背科學、醫學和
公共利益的公告相矛盾。

就您個人而言，在不到 30 天的時
間裡，香港從零爆發到世界上最嚴重的
疫情，這完全是您優柔寡斷和決策失誤
的結果。 我發現很難相信你的科學和醫
學顧問已經引導你採取這種行動，面對
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證據。

你開了美髮沙龍，但關閉了海灘
——請向我解釋一下這背後的思考過程
。

您對公共交通沒有任何限制，包括
擁擠的地鐵，但是一家三口必須坐在餐
廳的兩張單獨的桌子上，儘管住在同一
個公寓裡。 這如何防止病毒傳播？

抵達香港並檢測呈陰性意味著旅客
必須自費在隔離酒店度過 14 天（假設
他們甚至可以預訂），但到達並檢測呈
陽性後，將被送往政府支付費用 設施並

在第 6 天檢測呈陰性後釋放。 如果可
以的話，請向我解釋一下這個邏輯。

為什麼我們在禁飛名單上還有9個
國家的情況不如香港嚴重？ 你能解釋一
下香港讓人們回家比我們能夠旅行更危
險嗎？

你能向我解釋為什麼，當我打算回
英國看望我父親，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我需要與我在香港的家人相隔至少 6
週的時間嗎？ 為什麼您施加的旅行和成
本限制意味著我什至不能隨身攜帶它們
？
為什麼你們不努力讓人們，特別是老年
人接種疫苗，同時讓我們這些生活受到
限制的人？ 為什麼消費券沒有與疫苗接
種情況掛鉤？

你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知道
你知道，你也知道我們知道——那麼，
為什麼，為了所有正派的人的愛，你還

要堅持這種白痴？ 如果您真的看不到您
迄今為止做出的決策中的錯誤，那麼您
絕對沒有任何權力處於任何地位。

迄今為止，你們的行動已導致數百
人死亡、數千人失去工作和生計、企業
倒閉、所有人口的心理健康狀況下降、
兒童教育受到影響，以及香港作為商業
中心和城市的聲譽下降 的穩定政府。
在 18 個月裡，你對人民、經濟和聲譽
造成的損害比任何壞演員做夢都多，你
應該站在我們這邊。

當然，您必須了解零 Covid，無論
是“動態”還是其他方式都是不可能的
？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接受醫學專家的建
議，即這種病毒永遠不會消失，那麼你
必須，暗示，故意選擇無知。 如果你現
在還沒有接受我們需要開始完全與病毒
共存，並努力使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狀態
和活力，那麼坦率地說，你沒有資格擔

任我們的領導人。
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封信不是為

了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我的只是成千
上萬的故事中的一個，但因為我想讓你
看到這個。 我不只是想給你發一封電子
郵件，然後從你的一名初級員工那裡得
到一個無痛的回复。

我非常希望你能體面地回复。
信件經己公開，何止這位英國人不

明白林鄭月娥的心態，成千上萬的香港
人也不明白她的心態。在完結本文之前
，我以12 句打油詩，來概括她管治香
港的想法及造法

深圳清零！香港稱零！深圳抗疫！
香港擴疫！

深圳封城！香港瘋城！深圳全民檢
測！香港傳聞檢測！

深圳快狠準！香港廢很蠢！深圳通
關！香港通關溶斷！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一封居港西人寫給林鄭月娥的信一封居港西人寫給林鄭月娥的信 楊楚楓楊楚楓

處處是天然處處是天然，，步步是美景巨環遊之黃石篇步步是美景巨環遊之黃石篇
王朝旅遊董事長王朝旅遊董事長66//11--66//1010//20222022親自帶隊親自帶隊

樂廚家居高薪誠聘裝修師傅和銷
售，門店地點糖城百佳超市內，聯系
電832-328-3157。

裝修師傅：要求會做地板、瓷磚、刷漆、簡

單水電維修等經常性裝修工作，長期正式員工。
門店銷售：中文流利，簡單英文交流，有銷

售經驗，懂一些裝修常識最好，基本工資加提成
。全職或者半職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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