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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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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FP
）今天表示，聯合國正為烏克蘭境內約100萬人
提供緊急食物，但警告有更多人正在挨餓，有些
成人為了讓孩子們有得吃，寧可自己餓肚子。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個月後，總部位在羅馬
的WFP稱，儘管有安全上的問題，但WFP已設
法 「供應食物給烏克蘭各地最弱勢的人群」 。

那包括向第二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的
許多家庭提供33萬條新出爐的麵包，並透過兩
個跨機構人道車隊，向北部城市蘇米（Sumy）
及哈爾科夫的衝突地區提供食物。

WFP說，預計未來幾天會有更多運送食物
的車隊抵達烏克蘭。

WFP烏克蘭緊急協調員克恩（Jakob Kern

）在一份聲明中說： 「從頭開始建立行動並取得
食物供給100萬人，堪稱是一場巨大的挑戰。」

但他補充說： 「如今架構已然就緒，我們需
要資金以繼續提供援助，幫助300萬有需要的人
。」

這個聯合國機構表示，烏克蘭境內有超過
650萬人流離失所，食物是人們最關心的3大問
題之一，估計有45%的人擔心找不到足夠的食
物。

WFP說： 「據報現在有1/5的人不得不減少
用餐的份量和次數，還有些成人不吃飯，好讓他
們的孩子有飯吃。」

該機構表示需要5億9000萬美元，來幫助
烏克蘭310萬有需要的人。

挑戰巨大 聯合國為烏克蘭100萬人供應食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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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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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jectory of history always
moves forward. Since we started
our journey, we have faced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but
the key in our business is
innovation. The birth of our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represents our new era.

As early as fifteen years ago,
Southern TV entered the digital
era. Us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we can transmit clear images in
a secon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5G era, the delivery and
reception of TV programs are
completed in just an instant and
can reach out to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Live and directly from our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stage, we will send out and
broadcast dancing and singing,
photos, speeches, dramas,
interviews, news reports and all
other possible information out to
the whole world.

Tomorrow night we have invited
a group of our friends and
supporters to preview and enjoy
the new studio that will feature
an exciting cultural performance.

Over the years we have received
so much continuous support and
applause from our supporters
who tell us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 that we always seek

new innovation and change.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our community
and society.

Today we saw a group of very
cute and smart young people.
They will join our junior reporters
training camp soon, including my

granddaughter Ava and
grandson Andy. I am so happy
that one day they will become
our successors and continue our
journey. This group of children
has also become the latest new
members of our Southern News
Group family.

0303//3030//20222022

We Want To Applaud TheWe Want To Applaud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歷史的軌跡總是不斷向前，美南新聞自創
刊以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努力於革新、創新
、面對困難之挑戰，美南環球劇坊之誕生，
代表了一個新時代之來臨。

早在十五年前，美南電視從傳統走進了數
位時代，我們可以在秒分之內傳遞清晰之電視
影像，隨著5G時代之到來，電視節目之發送
和接收只在瞬間完成，甚至可以傳達世界任何
角落。

隨着環球劇坊之全面啟動，我們將把這個
舞臺展現之舞姿、演說、戲劇、訪問、培訓
及一切可能之資訊畫面向全球傳送和交流。

明晚我們邀請了各界社會賢達，多年支持

我們前進的好友夥伴，並配上現場美食表演，
請大家享受一場藝術文化表演之盛宴，就如一
把不斷要傳遞下去的文化火炬，把它燃起熊熊
火焰，在高速進展的科技時代引領世界。

多年來，我們得到無數人的掌聲，總是稱
讃美南新聞不斷求新求變，但不變的是我們對
社會承擔的責任和大家對我們的愛護和期待。

今天我看到了一羣可愛聰明的民族幼苗，
他們即將參加美南新聞小主持播音訓練班，其
中包括我的外孫及外孫女，我的心情特別興喜
，可能是後繼有人了吧，這羣孩童們也成為美
南新聞大家庭的成員了。

美南環球劇坊美南環球劇坊
我們要為之喝采我們要為之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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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才從歐洲訪問回到白宮, 迫不及
待簽署了”埃米特•蒂爾反私刑法案”(
Emmett Till Anti-lynching Act), 此法把私刑
定為聯邦仇恨犯罪, 犯罪者將以仇恨犯罪起訴
，並面臨30年的監禁, 此法伸張了人權正義
與法治, 匡正了長久以來種族歧視現象,具深
遠歷史意義,拜登在簽完字後表示，這個法案
已討論了100多年, 直到現在才出台, 的確有
些晚, 但我們必須勇敢跨過轉折點。

多少年來一直積極爭取此法過關的伊州
眾議員巴比•拉什表示，私刑是一種長期存
在的種族恐怖武器, 現終於在他卸任前由總統
簽署成法,糾正了美國歷史不公的現象。

”埃米特•蒂爾反私刑法案”顧名思義
就是紀念遭到私刑死亡的埃米特•蒂爾, 那是
一段非常哀痛的歷史,蒂爾是一名芝加哥少年
，在1955年14歲的蒂爾從芝加哥到密西西
比州探親時失蹤，三天後他的屍體在一條河
裡被發現,而惹來殺身之禍是因他在一家雜貨
店對一名白女人吹口哨，違反當時南方種族
主義社會準則，蒂爾被綁架折磨和殺害。

蒂爾的母親因不滿兒子被殺，堅持以開
棺葬禮來展示兒子被殺慘狀，但殺害他的兩
名白人卻被清一色白人的陪審團宣判無罪, 引
發社會動盪不安, 並由金恩發表了著名的演說
”我有一個夢”, 正式開啟了黑人爭取民權運
動的先河。

蒂爾案由於當年無法確定真相而被草草
結案, 一直到2004年聯邦法院決定重審,2005
年蒂爾的遺體再被挖出，官方進行解剖取證
，重新在其親人目送下入土為安, 也讓這個案
子突顯了種族歧視的嚴重性, 伴隨著身份卑劣
的形象, 黑人因膚色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令人
難以想像,多年來經過無數黑人前仆後繼, 他
們在街頭抗爭不知犧牲了多少性命，而去年
佛洛伊德命案後, 黑人的命才真正被視為命。

蒂爾與佛洛依德一樣, 原本毫不顯眼, 卻
因遭到白人歧視霸凌致死才喚起反歧視運動
，蒂爾與母親在芝加哥陳舊的紅磚房故居去
年被伊州立法定為歷史地標建築，現在又由
拜登簽署通過反私刑法案, 他們的名字與故居
將長留歷史屝頁而讓後人永久懷念。

波 蘭 總 理 莫 拉 維 斯 基 (Mateusz
Morawiecki)表示，鑑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波蘭將率先採取最激進的抵制，決心在2022
年底前，完全擺脫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半島電視台(Aljazeera)報導，莫拉維斯
基說，波蘭的能源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獨
立於俄羅斯的供應鏈，既然如此，波蘭現在
打算完全拒絕俄羅斯的能源。他認為，原本
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部分可以利
用可再生能源來取代。

他說： 「就目前的情況，想要替代 『非
常昂貴的俄羅斯天然氣』 ，唯一方法是改用
『非常昂貴的挪威天然氣』 。但這不是好方

法，從長遠來看，我不想再從」 富有的挪威
人』 那裡購買天然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莫拉維斯基所

屬的 「法律和正義黨」 (PiS) 一直主張歐盟
對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實施禁運。
歐盟還無法下此決定的時候，華沙政府已在
周二經宣布，將停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

莫拉維斯基說： 「我們早就呼籲歐盟委
員會戰爭初期就要果斷採取行動。不幸的是
，歐盟委員會沒有這個魄力，所以我們現在
做出應有的表率。」

他說，從俄羅斯進口的煤炭最快可以在
4月份停止，最遲也會在5月份停止。而替代
方案是從澳洲、南非和哥倫比亞購買煤炭。

波蘭極其依賴煤炭，該國近80%的能源
來自硬煤和褐煤，氣候部長安娜•莫斯科瓦
(Anna Moskwa)表示，波蘭在2049年淘汰煤
炭的計劃保持不變。

波蘭總理：今年底前完全擺脫俄國石油天然氣

美國學者指出，身為北約（NATO）和歐盟成
員國的匈牙利，其總理奧班（Viktor Orban）已連
續執政12年，期間與中國大陸、俄羅斯等交好，
並讓匈牙利面臨民主倒退；但在俄羅斯因入侵烏克
蘭而遭西方孤立之下，身為普丁（Vladimir Putin）
親密盟友的奧班即將於大選中面臨嚴峻挑戰。

專門研究威權主義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歷 史 學 系 教 授 班 吉 亞 （Ruth
Ben-Ghiat）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24日在對歐盟領袖的視訊演說中，毫不客氣地公
開點名匈牙利和奧班，要他 「選邊站」 。

奧班是普丁的長期盟友，俄羅斯2014年併吞
克里米亞時，他便拒絕加入歐盟的經濟制裁行列，
聲稱該區域的安全 「只能由俄羅斯來實現」 ；奧班
今年初還聲稱，2021年是 「匈牙利與俄羅斯關係

最好的一年」 。
不過班吉亞認為，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行

為，讓奧班陷入尷尬之中，因為在歐洲一面倒地支
持烏克蘭下，奧班雖向烏克蘭難民開放邊境，卻拒
絕所有軍援措施，包括讓他國提供烏克蘭的武器裝
備通過匈牙利領土等，也不願意對俄羅斯能源實施
制裁，在歐洲國家中特別顯眼。

匈牙利議會選舉將於4月3日舉行，在奧班長
期控制行政、司法機構並壓制新聞自由之下，執政
黨仍在3月 23日的民調中佔據優勢，不過僅以
41%小勝反對派聯盟的39%。且就算奧班能贏得
此次選舉，他的治國方針也可能被迫更改，因為即
使是執政黨支持者中，也有44%選民將俄羅斯的
舉動視為 「侵略」 ；且在歐洲面臨 「民主與獨裁對
決」 之下，匈牙利也正遭到西方孤立，包括將更難
獲得對該國至關重要的歐盟資金援助等。

潛伏西方陣營 普丁這 「親密盟友」 面臨嚴峻挑戰

芬蘭國營鐵路公司芬蘭鐵路集團（VR Group
）表示，今天將恢復赫爾辛基和俄羅斯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之間暫停不到一週的列車通
行。

芬蘭鐵路集團發表聲明說，暫停列車通行是因
為英國對俄羅斯鐵路公司（Russian Railways）實
施制裁，不過後來集團方面已澄清，制裁不適用於
這個集團的合約。

暫停不到一週芬蘭恢復對俄鐵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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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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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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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累計確診超2980萬例
全國重癥病床使用率低於60%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34576例，累計確診29802257例；新增死亡病例256例，累計死亡

658566例；累計治愈28433713例。

巴西權威醫療研究機構奧斯瓦爾多· 克魯茲基金會(Fiocruz)25日發

布公告稱，目前，巴西全國26個州和一個聯邦區的重症監護室(ICU)病

床使用率低于60%，這是該數據自2020年 7月以來的首次，顯示巴西

新冠疫情持續好轉，各地醫療機構的壓力進一步減輕，是一種樂觀的

情況。不過，該機構表示，目前巴西疫情雖已減緩，但病毒傳播率仍

較高，建議民衆在戶外封閉場所以及人群聚集的開放場所仍要堅持佩

戴口罩。

巴西布坦坦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n)25日宣布，該研究所在聖保羅

市興建的新的疫苗工廠因故將推遲至2023年上半年投産，可年産一億劑

疫苗，其中包括與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Sinovac)合作生産的

新冠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以及狂犬病、寨卡病毒和甲型肝炎

疫苗等。該項目于2020年11月動工興建，投資總額爲1.89億雷亞爾(1美

元約合4.8雷亞爾)，建築面積爲11000平方米，原定于2022年1月投産。

根據巴西各州衛生廳公布的統計數據，在過去7天內，巴西日均新

增確診病例32069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30%；日均新增死亡病例251例

，比兩周前數據下降41%。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25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753億人接種了

第一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81.64%；有1.597億人已完成全程疫苗接

種，占總人口的74.38%。此外，巴西超過7486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

，占總人口的34.85%。

卡塔爾官員：
俄對歐盟能源供應無可替代

綜合報導 卡塔爾能源事務國務大臣薩阿德· 卡比在第20屆多哈論壇

上表示，沒有誰能立即取代俄羅斯在歐洲的能源供應地位，卡塔爾目前

無法立即爲歐洲提供能源支持。

卡塔爾能源事務國務大臣 薩阿德· 卡比：我覺得我們無法立即（爲

歐洲）提供幫助，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俄羅斯提供了歐洲大約30%至

40%的天然氣需求，這一供應量不可能一夜之間被取代，這需要時間。

25日，歐盟和美國公布了一項能源合作計劃，宣布將擴大美對歐液

化天然氣出口。歐盟委員會在當天的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一合作計劃將

幫助歐盟市場今年額外獲得至少150億立方米液化天然氣。薩阿德· 卡比

表示，雖然卡塔爾也在這一合作計劃中，但要實現如此龐大的能源輸送

，不是立竿見影的事情，實現這一目標可能需要7年的時間，還需要其

他能源供應商的加入。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西方對俄施加了空前的制裁措施，這也導致歐

盟能源價格飙升。歐盟計劃在一年內將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量削減三分之

二。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歐盟成員國正在尋找新能源出口商，以擺脫對

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德國此前訪問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之一卡塔

爾，尋求簽訂新的購氣合同。然而，對于嚴重依賴俄羅斯能源進口的歐

洲來說，與俄羅斯能源“脫鈎”並非易事。

俄將軍事重點轉移至頓巴斯
烏指控俄軍炮擊核研究設施

日前，俄羅斯國防部表示，俄羅斯基

本完成在烏克蘭的第一階段軍事行動，將

把重點轉移到烏克蘭東部。同時，烏克蘭

稱，俄羅斯軍隊正在炮擊哈爾科夫的一個

核研究設施，目前無法確認損害情況。

俄國防部：將集中精力解放頓巴斯
據報道，在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

動”一個月後，俄國防部宣布，基本完成

在烏克蘭的第一階段軍事行動，將把重點

轉移到烏克蘭東部。

俄羅斯軍方高級官員謝

爾蓋· 魯德斯科伊(Sergei Ruds-

koy)稱，“總的來說，第一階

段行動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

，烏克蘭軍事潛在力量被大幅

削減，這使俄方能將精力集中

在解放頓巴斯地區這一主要目

標上。

此外，俄羅斯更新了其傷

亡數字。自2月24日以來，俄羅斯方

面已經有 1351 名軍事人員死亡，

3825人受傷。

另外，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

納申科夫稱，自開展特別軍事行動

以來，俄軍已摧毀烏方 271架無人

機、1627輛坦克和其他裝甲車輛、

167台多管火箭炮、669門野戰火炮和迫擊

炮、1474輛特種軍用車輛。

烏克蘭：俄軍炮擊烏核研究設施
烏克蘭議會在社交媒體發文，指控俄

羅斯軍隊正在炮擊哈爾科夫的一個核研究

設施，目前還無法確認損害情況。

烏克蘭原子能監管局警告，這些核設

備並非設計在炮擊環境下操作，持續遭到

炮擊可能導致輻射外泄或汙染。

另一方面，俄烏談判正持續進行。烏

外長庫列巴日前表示，與俄羅斯的談判很

困難，目前尚未達成共識。俄羅斯談判代

表梅津斯基也表示，俄烏在關鍵問題上進

展有限。

巴基斯坦首都湧入大批總理支持者
反對一些議員針對總理發起不信任投票

綜合報導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出

現大規模集會，執政黨聯盟主要黨派巴基

斯坦正義運動黨的支持者從全國各地出發

進入首都，表達對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

汗的支持，反對巴基斯坦國民議會一些議

員針對伊姆蘭· 汗發起不信任投票。

自2018年執政以來，以伊姆蘭· 汗爲

總理的巴基斯坦政府面臨國際經濟形勢嚴

峻和新冠疫情等壓力，國內經濟出現較大

困難，具體表現在政府收支失衡、貨幣貶

值和物價上漲等方面。反對黨認爲，伊姆

蘭· 汗政府未能對此作出有力應對。近期

，伊姆蘭· 汗所在的正義運動黨內部也出

現一些松動，一些有影響力的黨內議員公

開表達不滿情緒。這使得以正義運動黨爲

首的執政黨聯盟失去在國民議會中掌握的

多數地位。抓住這一機會，反對黨于3月8

日提出對伊姆蘭· 汗的不信任案。根據巴

基斯坦國民議會的議事程序要求，該不信

任案要想通過需得到國民議會議員簡單多

數支持，且必須在3月28日前完成表決。

自3月8日開始，巴

基斯坦多名國民議會議

員公開宣布或暗示不再

繼續支持正義運動黨，

尤其是部分黨內“反

水”議員處在風口浪

尖。各方通過輿論隔空

喊話，向這些議員施加

壓力。27日，正義運動

黨發出號召，並組織來

自全國的黨派支持者前

往伊斯蘭堡遊行示威。

巴軍方希望各方保持克

制，以保證巴基斯坦的

政治和安全局勢穩定。同時，反對黨巴基

斯坦穆斯林聯盟（領袖派）、巴基斯坦穆

斯林聯盟（謝裏夫派）、巴基斯坦人民黨

等也在此期間舉行會談，討論不信任投票

通過後，采取何種方式重組政府，包括建

立臨時的看守政府，以及隨後解散議會舉

行大選等。

不過，由于正義運動黨采取拖延策略

，同時巴基斯坦舉辦第48屆伊斯蘭合作組

織外長會，國民議會在此期間休會，針對

該不信任案的投票表決已拖至議事程序要

求的最後一天。鑒于巴政局較爲複雜，目

前仍不清楚該投票能否如期進行，以及部

分議員能否如期出席並進行投票。

伊核協議談判卡在“革命衛隊”？
伊朗外長：仍有“關鍵”問題需要解決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相關方談判仍

在進行中，各方對于談判進展說法不一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26日稱，已“非常接近”達成協議，伊

朗方面也認爲協議“即將達成”，但有

一些重要問題懸而未決，最終仍取決于

美國的政治意願。然而，美國伊朗問題

特使卻表示，對于即將達成協議沒有十

足把握，並回絕了伊朗方面所關切的將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從外國恐

怖組織名單上移除的要求。

歐盟：“非常接近”達成協議
負責協調伊朗和美國之間的間接會

談的歐盟外交官莫拉訪問伊朗，分別與

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揚、副外長兼伊核

問題首席談判代表巴蓋裏舉行會晤。阿

蔔杜拉希揚和巴蓋裏均強調，如果美國

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就有可能達成協

議。阿蔔杜拉希揚稱，現在美國尚未采

取政治決定來取消制裁，是導致談判不

能取得最終結果的主要障礙。他還稱，

伊朗采取認真態度參加核談判，並爲達

成協議提出必要的倡議。對伊朗來說，

從經濟上得益、有效撤銷制裁，是政治

優先選項。莫拉即將前往華盛頓，將于

周一會見美國官員。

據路透社報道，在莫拉抵達德黑蘭

之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

雷利在多哈論壇上說：“我們現在非常

接近達成協議，我希望這是可能的。但

仍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他表示，協

議相關方可能在幾天內達成協議。同

日，阿蔔杜拉希揚發表電視講話稱，伊

朗即將就解除制裁達成最終協議，但仍

有一些“關鍵”問題需要解決。彭博社

稱，伊朗表示已與英國、法國和德國就

一份文本達成一致，但IRGC的地位是最

終協議能否達成的問題之一。

阿蔔杜拉希揚要求美國將IRGC從外

國恐怖組織名單中剔除。據法新社報

道，阿蔔杜拉希揚提到，IRGC官員告訴

伊朗外交部，“采取符合國家利益的一

切必要手段——如果在談判中提到IRGC

問題，不要讓它成爲一個障礙。”但阿

蔔杜拉希揚說：“我們絕不允許自己告

訴美方，我們可以放棄IRGC的問題。”

美國：無法確定“近在眼前”
相比于歐盟，美國方面對于伊核

協議談判進展的表態更爲謹慎。自由

歐洲電台稱，伊朗和美國官員同日對

于談判進展給出了不同評價。在多哈

論壇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高

級顧問卡邁勒· 哈拉齊認爲，達成協議

“近在眼前”，但這取決于美國的政

治意願。而出席同一活動的美國伊朗

問題特使羅伯特· 馬利卻對即將達成協議

“沒有信心”。馬利還稱，“IRGC 將

繼續受到美國法律的制裁，我們對 IR-

GC的看法保持不變。這不是用來解決

那個問題的協議。”

美國是否會將IRGC剔除出恐怖組織

黑名單一直是以色列高度關注的問題之

一。《耶路撒冷郵報》稱，最近幾周，

在穆斯林齋月臨時休戰之前，與伊朗結

盟的也門胡塞武裝升級對沙特石油設施

的襲擊。25日，胡塞武裝對沙特的民用

和能源設施發動空襲。據以色列《耶路

撒冷郵報》報道，貝內特罕見發聲譴責

也門胡塞武裝襲擊沙特，他在當晚發推

特稱，這些襲擊“進一步證明伊朗的區

域侵略無止境，且加強了IRGC被從‘外

國恐怖組織’名單上除名的擔憂”。

以色列：和美國看法不一，但將保
持溝通

就在伊核協議備受關注之際，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開啓中東之行，周六首先

抵達以色列，並將訪問巴勒斯坦、摩洛

哥和阿爾及利亞。據美國廣播公司27日

報道，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合作夥伴大多

反對重新簽署伊核協議，以色列與其阿

拉伯夥伴共同表達關切。報道稱，布林

肯走進了這一“雷區”，並于27日參加

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摩洛哥以及埃

及舉行的曆史性峰會。

路透社稱，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

當日與布林肯一同召開新聞發布會，布

林肯表示，恢複2015年伊核協議是遏制

伊朗核計劃的最好方法。拉皮德則表示

：“我們對于核協議及其後果有著不同

看法，但開放和坦誠的對話是兩國友誼

的一個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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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沃特斯（Tod Wolt-
ers）周二說，美方情蒐可能有落差，以致華府
在俄軍攻打烏克蘭前，高估了俄羅斯的戰力，
而低估了烏方的防禦能力。

據CNN新聞網29日報導，當俄羅斯2月
下旬侵略烏克蘭時，美國情報評估，俄軍展開
全面攻擊，基輔可能幾天內就會淪陷。然而，
隨著俄軍侵略烏克蘭進入第2個月，卻遭遇頑
抗，仍遲遲無法攻下烏克蘭首都。

沃特斯周二在出席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
聽證會時坦承，由於情報落差，可能錯估了俄
烏攻防的能力。他說，等這場危機結束後，他
們會像以往一樣，進行全面檢討，找出自身的
弱點，並確保設法加以改進。儘管美國情報準
確預測，俄羅斯打算侵略烏克蘭，但卻沒料到
，俄軍的表現會這麼差。

俄軍開戰後幾小時，朝烏克蘭首都基輔推

進時，美國官員就提議協助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Volodymyr Zelensky）逃亡，以免他遇害
。可是他拒絕了，反倒要求提供武器，幫忙烏
克蘭抵抗俄羅斯。

美國和北約不斷供應烏克蘭 「標槍 」
（Javelin）單兵反坦克飛彈，以及 「刺針」
（Stinger）防空飛彈等武器，以對付俄軍。雖
然各方看法差異很大，但知情人士說，數以千
計俄軍在衝突中喪生。美國官員說，他們有軼
事型證據顯示，俄軍有士氣問題。

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柏瑞爾（Scott Berri-
er）說，美國在俄羅斯侵略前的情報評估是根
據一些要素得來，其中包括烏克蘭人不像他所
設想的那樣，有萬全的準備。也因此，他曾質
疑他們的戰鬥意志。不過，他坦承，那是個人
誤判，因為烏克蘭人英勇光榮奮戰，做了正確
的事。

美坦承看走眼 恐致華府錯估俄烏戰力

美國官員今天引述解密情資指出，俄羅斯
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受到幕僚們誤導，
因為他們太害怕，以致於不敢告訴普丁烏克蘭
戰爭進展不佳，以及西方制裁破壞性為何。

路透社報導，這位美國官員不具名指稱：
「我們握有情資，普丁覺得受到俄國軍方誤導
，致使他不相信軍方領導層。」

這名官員提及： 「普丁甚至不知道他的軍

隊在烏克蘭使用義務役軍人，並且失去這些軍
人，顯示傳達給俄國總統的準確訊息明顯中斷
。」

這名官員還說： 「我們相信，關於俄軍表
現有多糟糕，以及俄國經濟如何因制裁而癱瘓
，普丁被他的幕僚們誤導，因為他的高階幕僚
太害怕，以致於不敢告訴他真相。」

美官員：普丁被誤導 高階幕僚不敢說侵烏真相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
話，就美國與盟友持續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援助以
協助烏國軍隊保衛家園，拜登也表示美國將再提
供5億美元援助。

拜登（Joe Biden）今天在與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的約1小時通話中，就
美國與其盟國和合作夥伴為烏克蘭提供軍事、經
濟與人道救援，以及持續讓俄羅斯為其對烏克蘭
的野蠻入侵付出沈重代價交換意見。

根據白宮提供的對話紀要，拜登與澤倫斯基
討論美國持續滿足烏克蘭主要的安全援助請求、
這些武器對衝突產生的關鍵影響，以及美國與盟
邦和合作夥伴持續努力提供更多協助烏克蘭軍隊
保衛家園。

拜登也利用機會向澤倫斯基表示，美國計劃

對烏克蘭政府再提供5億美元援助。澤倫斯基則
向拜登說明與俄羅斯的談判狀況。

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今天上午在國防部會見來訪的德國國防
部長蘭布雷特（Christine Lambrecht）時表示，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選擇的戰爭對
平民帶來可怕的傷亡，並迫使數百萬無辜烏克蘭
人流離失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僅是對烏克蘭
的攻擊，還是對 「跨大西洋安全核心原則的攻擊
」 。

他也感謝盟邦與美國合作堅定支持烏克蘭，
並傳達一個明確訊息，亦即任何對安全的挑戰都
將得到堅定而統一的回應， 「我們對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NATO）集體防禦承諾如鐵一般堅定」
。

拜登通話澤倫斯基 再提供5億美元援助

在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核准50歲以上與
免疫不全者施打第4劑疫苗後，近來身邊頻出
現確診者的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施打第4劑疫苗
，並宣布一站式官方網站，提供民眾相關訊息
。

儘管美國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逐漸趨於穩定，民眾生活也逐漸回復正
常，但拜登（Joe Biden）近來卻反而多次與確
診者有所接觸，包括2周前訪問華府的愛爾蘭
馬丁（Micheal Martin）與拜登同時出席華府
國立建築博物館（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舉行的愛爾蘭盛會。之後是訪歐前夕新聞秘
書莎琪（Jen Psaki）確診，遞補莎琪陪同訪歐

的副新聞秘書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則
在返回華府後也被檢測出陽性。

頻頻與確診者近距離接觸，也為鼓勵尚未
完全接種的民眾施打疫苗，在美國食品暨藥物
管理局（FDA）昨天核准50歲以上或免疫不全
者施打第4劑莫德納或BNT疫苗，或是打單劑
型嬌生疫苗與追加劑的民眾再追打一劑mRNA
疫苗後，拜登今天施打第4劑、也是他的第2
劑追加疫苗。

拜登今天在白宮宣布美國政府一站式的官
方網站，方便民眾了解施打疫苗、取得口罩與
檢測劑等相關資訊，他也隨即在鏡頭前公開施
打第4劑。拜登今天接種的為BNT疫苗。

頻與確診者近距離接觸拜登第4劑疫苗打這支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官員今天告訴國會議員，俄羅斯駭客已在掃描美國能源公司和其他重
要基礎建設的系統，俄政府支持的駭客攻擊行動 「此時此刻」 正對美國國安構成風險。

路透社報導，FBI網路部助理主任沃恩德朗（Bryan Vorndran）在聯邦眾議院特別小組的公聽
會表示： 「從犯罪方面來說、從國家層面來說，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是非常真實的，也是此時此刻正
在發生的。」

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白宮和司法部都曾警告美國企業說，有情資顯示俄國可能發
起網路攻擊，且已經開始前期的步驟。

沃恩德朗告訴國會議員，近期，俄羅斯掃描美國能源產業網路的案例增加，並稱這類活動代表
俄國正處於 「偵查階段」 ，試圖瞭解企業的防禦力和是否存有漏洞。

他指出： 「這是整體攻擊上極為重要的一環。」 他後來補充道，俄羅斯是 「我們在全球所面對
實力最強的兩大網路對手之一」 ，是 「難以對付的強敵」 。

去年，早在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前，美國總統拜登就曾公開警告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某些關鍵基礎建設，應該被視為網路攻擊時的 「禁區」 。

這份警告清單含16項不同類型的基礎建設，顯然就是國土安全部指名的16個項目，包括電信
、醫療保健、食物及能源。

沃恩德朗告訴國會議員，自此之後，據他所知，已有包括軟體公司在內的企業成為攻擊目標。

FBI：俄駭客掃描美能源系統 對國安構成現行威脅



AA66
星期四       2022年3月31日       Thursday, March 31, 2022

神州日報 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樓軒閣

中醫國手蒞港 直接參與救治
研適合本港控疫方案 特首：共商未來中西醫合作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鮮有人入境香港的深圳灣口岸，29日迎來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一行（見表），再為香港抗擊疫情增添助力。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9日到關口迎接專家組時表示，7位專家會聯同早前

已經到港的20位中醫師，參加香港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的救治工作，為

長者提供痊癒後的恢復治療，並希望專家組能為香港的中醫藥抗疫提意

見。專家組組長仝小林指，專家組會配合好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中醫界的

同道，一起研究適合香港本地的防治方案，並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戮力

同心戰勝疫情。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郭若溪

政界冀港速制定中醫藥抗疫策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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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第五波疫情爆發
以來，中央先後有三批抗疫經驗豐富的專家到港，考
察和指導特區抗疫工作，29日再有新一批內地中醫藥
團隊抵港協助抗疫。多名政界人士對中央援港抗疫專
家組的支援表示感謝，認為專家組有豐富的防治經
驗，能精準針對香港抗疫的痛點，有助制定更符合香
港的防治方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對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的
支援表示感謝，認為專家組有豐富的防治經驗，能精準
針對香港抗疫的痛點，有助制定更符合香港的防治方
案。他提到，香港長者的染疫率及死亡率都較高，而且
病症嚴重，如採用中西醫藥結合治療，可同時發揮
抗擊病毒及調理身體的功效。加上不少抗疫數據

與經驗都證明，通過中西醫藥結合治療，有效減低發病
率，令他對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投下信心一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張國鈞、陳仲尼、林
琳、郭玲麗29日表示，內地以中西醫結合治療患者，
成功經驗及相關文獻已證實中醫藥在減少死亡、減少
重症、減少感染非常有效，許多本地中醫亦反映，熱
盼能加入抗疫隊伍作貢獻。他們期望政府盡快制訂完
整的中醫藥抗疫策略，並馬上部署落實，建議特許中
醫進入目前恒常編制公營醫院治療新冠患者；邀請內
地有經驗的中醫團隊和本地大學中醫學院合作，醫管
局配合，主力以一至兩個方艙醫院作為中西醫治療輕
症新冠患者試點；容許中醫針對每個病人不同的情
況，做到處方“一人一方”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新冠病毒中
醫診療方案在全國得到大量臨床實證，對醫學觀
察期、早期、中期、重期、危重期和恢復期等不
同階段的新冠病毒治療都有效。有香港中醫藥專
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醫除了能快速
紓緩病人的身體不適，亦能將演變為重症的風險
大幅降低，期望今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能
將內地抗疫的完善醫療方案引進香港，促進中醫
業界、學者與西醫衷誠合作，推動中西醫結合治
療，攜手為病者謀求最大福祉。

中醫“治未病”有助增強抵抗力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香港中醫中藥界聯

合總會主席陳永光表示，中醫着重“治未病”，
除了能在疫情下配合疫苗接種，協助市民提升抵
抗力，亦能幫助有不適症狀而未被確診的病人，

讓他們在醫學觀察期服用中藥，既能有效快速紓
緩病人的身體不適，若病人一旦確診，演變為重
症的風險亦會大幅降低，能有效減低死亡率。

他指，中醫能夠有效針對不同的確診病人所
出現的不同症狀對症下藥，而本地數以萬計中醫
臨床病例已證明，一般確診病人在服用中藥後首
天已見療效，若病人本身曾接種疫苗，病毒量不
高，很多人服用中藥三四天後便能痊癒，而以中
西醫結合治療重症，臨床數據亦證明功效顯著。

陳永光表示，中醫學有千年對治瘟疫的發展
歷史，多年來更在內地成熟發展，相信今次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經驗豐富，定能為醫學界、
學術界帶來很多寶貴抗疫經驗，期望特區政府及
醫管局要重視專家組的建議，進一步將中醫應用
於治療新冠等，促進中醫業界、學者與西醫衷誠
合作，攜手為病者謀求最大福祉。

自香港第五波疫情以來，中央已派出
重症、防控等三批專家組赴港，為

更好地控制疫情和救治患者，應香港特區
政府請求，在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
統籌協調下，中國國家衞健委和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組建了由高水平專家組成的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赴港。

望內地專家提方向性政策性意見
林鄭月娥在深圳灣關口會見傳媒時表

示，中醫藥在治療新冠病患、提供復元調
理上很有成效，市民亦非常歡迎，相信專
家組來港“對香港現時的抗疫工作非常有
用”。

她表示，有關專家會直接參與治療工
作，亦希望他們多給特區政府一些方向
性、政策性的意見，“我們會安排中醫藥
內地專家隊和本地中醫藥界人士會談，不
論是學術界或診療界的中醫師，商討未來
香港中醫藥發展，不論在新冠疫情或處理
其他醫療健康的問題方面，可以有什麼共
同交流的地方。”

此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共7
人，他們均參加過內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救治工作，抗疫經驗豐富。

組長仝小林本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中醫專家、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防治專家委員
會組長。他曾於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
初，第一時間抵達武漢指導抗疫，總結中
醫診療經驗。

他在抗疫中堅持“未病先防、既病防
變、瘥後防復”的防治原則，推動中醫藥

全面、全程介入防控救治，開展了覆蓋新
冠肺炎防治全過程的診療與臨床研究。

仝小林：探討符合港情診療方案
仝小林其後在下榻酒店向傳媒表示，

今次來港的行程包括實地了解方艙醫院、
長者院舍、社區以及遙距診症的情況，之
後會與特區政府及香港的中西醫同行，共
同討論出符合香港實際的中醫診療方案。

他還表示，奧密克戎（Omicron）疫
情在內地多個省市也都有爆發，其特點和
以往病毒不同，特別是上呼吸道症狀明
顯，尤其是咳嗽、咽痛等，從中醫角度來
說，疫病本身性質沒有改變，但是變異毒
株有其特點，而中醫在此前內地天津和安
陽抗疫都取得了效果。

仝小林指，現時香港老年患者多，病
情重、死亡率高，而中醫在整體調理上可
發揮特長，特別是對有一些患基礎性疾病
的老人，不僅可以治療新冠肺炎，同時對
長者本身的基礎性疾病也會有較好調整效
果。

中醫專家組抵港後隨即與香港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等特區政府官員在政府總部舉
行會議。

雙方就香港疫情作深入交流，並討論
如何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及作用，進一
步提升香港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成效。李家
超在會上說，專家組帶來中醫抗疫專業和
臨床經驗，更帶給香港抗疫信心和深厚民
族關懷。特區政府重視專家組考察工作，
會作出適切安排，積極汲取中醫藥在防疫
抗疫方面的應用經驗。

◆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7位專家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2929日在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日在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圖為林鄭月娥與專家組組長圖為林鄭月娥與專家組組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右四右四））交談交談。。旁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和廣東省中醫院副院旁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和廣東省中醫院副院
長張忠德長張忠德（（右一右一）。）。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1.仝小林（組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新冠肺炎醫
療救治專家組中醫專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
防治專家委員會組長

2.張忠德（副組長）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
省中醫院副院長、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中
醫專家

3.苗青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肺病科主任、國家
臨床重點專科（中醫）、區域中醫診療中心負責人

4.張煒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呼吸科主
任、曙光醫院中醫呼吸病研究所所長

5.鄒旭 廣東省中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國家中醫
疫病防治專家委員會成員

6.張睿智 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副主任醫師

7.李修洋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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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高教上線 名師授課港生任聽
教育部推出 首批2萬門課程匯聚林毅夫張文宏等學者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 北京報道）中國教育部28日

舉行國家智慧教育平台啟動儀式，一期

項目包括了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台、

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國家高等

教育智慧教育平台，還有國家24365大

學生就業服務平台四個子平台。中國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在29日舉行的

發布會上表示，國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

平台已正式上線，首批2萬門課程是從

1,800所高校建設的5萬餘門課程中精選

的優質課程，覆蓋13個學科92個專業

類，匯聚了眾多名師，面向全球開放，

香港學生亦可在線聆聽心儀的課程。

“在校大學生可以打破物理圍牆，一個

平台在手，網羅天下好課。社會學習者

可以實現時時處處人人皆可學的夢

想。”吳岩說。

吳岩表示，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
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時代主題，高校師生

及社會學習者對優質在線教育資源、高品質在線
教育服務、規範化在線教學管理的需求日益強
烈。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實施“高等教育數字化
戰略行動”，打造並推出“智慧高教”平台，旨
在解決各類學習者在使用中遇到的資源分散、數
據不通、管理不規範等問題，實現全國高等教育
在線資源的便捷獲取、高效運用、智能服務，為
高等教育數字化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
撐。

覆蓋文理醫法等學科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智慧高教”平台看

到，平台覆蓋工學、理學、文學、醫學、管理
學、藝術學、教育學、經濟學、法學、農學、哲
學、歷史學和軍事學等13個學科。以課程名、學
科專業、高校、平台、專題、一流課程、熱門課
程、最新課程等多個路徑實現“一站搜索全網好
課”，為學習者提供更加友好的個性化體驗和服
務。

首批上線課程匯聚了眾多名師大家、院士學
者，比如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
課，主要以通識課的風格系統介紹新結構經濟學
的綱領、原理與方法；醫學專家張文宏與多位專
家一同帶來“傳染病學”課程，從病人為中心出
發，結合微生物學、免疫學和流行病學相關內
容，講述經典傳染病的故事；敦煌學者樊錦詩則
與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等專家一同為學習者帶
來“敦煌的藝術”課程。

子平台分期分批增加
吳岩說，“智慧高教”平台的建設目標，是

匯聚國內外最好大學、最好老師建設的最好課
程，成為全球課程規模最大、門類最全、用戶最
多的國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一是面向高校師生和社會學習者，提供中國
各類優質課程資源和教學服務。

二是面向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管理者，提供
師生線上教與學大數據監測與分析、課程監管等
服務。

此外，“智慧高教”平台還連接了“愛課
程”和“學堂在線”兩個在線教學國際平台，向
世界提供900餘門多語種課程，並向印尼捐贈60
門高水平課程用於當地高校教學。

國家智慧教育平台是一個綜合集成的總的平
台，在一期四個子平台的基礎上，後續分期分批，
還會逐步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
呂玉剛在29日舉行的發布會上表
示，於3月1日上線試運行的“國家
中小學智慧教育平台”已正式上
線，資源更加豐富，應用更加廣
泛，運行安全平穩，有效支撐了
“雙減”工作和疫情期間“停課不
停學”，社會反響良好。不少家長
表示，這個平台讓孩子不論身處何
地，都能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也
不用擔心課程版本問題。

涵蓋品德科普體育藝術等
呂玉剛介紹，平台在原有專題

教育和課程教學兩個資源板塊的基礎
上，新增加了課後服務、教師研修、
家庭教育和教改實踐經驗等四個板
塊。現有資源總量達到28,052條，
新增資源17,300條，增加1.6倍，其
中，平台的課程教學資源目前上線了
19個版本、452冊教材的19,508課時

資源。
不少家長在試用之後，為國家

提供的免費學習平台點讚。北京的
小學生家長陸女士表示，平台不僅
有語數外等方面的優質課程，還給
孩子們提供了品德教育、科普教
育、體育鍛煉、文化藝術等課程。
另外，平台還有作業命題、課後服
務、防疫知識、心理健康等板塊，
考慮得十分全面。“平台專門設置
家庭教育板塊，為家長提供教育指
導。”她說，“會向親友推薦這個
平台。”

“在平台上，除了可以聆聽優
秀的老師帶來的各項課程，還能學
到武術、籃球、足球等體育技
能。”北京的小學生王同學表示，
在課後服務欄內，他不僅可以找到
體育鍛煉技能課，還可以零基礎學
習葫蘆絲、繪畫臨摹課，跟隨院士
專家學習人工智能、航天飛船、細
菌與病毒等知識。

國家24365大學生就業服務平台

面向2022屆畢業生，匯集了380餘萬就業崗
位信息。已上線“互聯網+就業指導”直播課91
期，還上線了“宏志助航”系列就業指導培訓課程
資源118個，提供44項職業測評、125個職業百科
和578個職業案例。

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台

包括專題教育、課程教學、課後服務、教師研
修、家庭教育、教改實踐經驗等6個版塊，現有資
源總量達到28,052條。已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用戶使用平台資源。

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包括專業與課程服務中心、教材資源中心、虛
擬仿真實訓中心、教師服務中心等4個版塊，已有
教師自建課程超17.8萬門。

國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全球課程規模最大、門類最全的國家高等教育
智慧教育平台。首批上線2萬門優質課程，覆蓋13
個學科92個專業類。連接“愛課程”和“學堂在
線”兩個在線教學國際平台，向世界提供900餘門
多語種課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國家智慧教育平台一期四子平台
網址：www.smartedu.cn

記者實測高校手機上課App
登錄國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https://higher.

smartedu.cn/）便可看到選項眾多的課程，用戶亦可通過
搜索欄搜索課程關鍵字。香港文匯報記者以林毅夫的“新
結構經濟學”課選課為例進行使用測試。

Android系統：境外手機可註冊

1.下載“中國大學MOOC”App

2.使用手機號進行註冊，可下拉拉條選擇手機號歸屬地區

3. 點擊課程上的“現在去學習”鏈接提示，便可見彈出
對應二維碼，以App內的二維碼掃描系統，掃描二維
碼後即可進入

iOS系統：境外手機無法註冊

測試時，iOS系統內的“中國大學MOOC”App無法提供
境外手機號選項，若持有內地手機號碼，可以進行註冊，
使用方法與android系統類似。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家
長
讚
中
小
學
平
台
課
程
全
面

◆國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首頁。 網上圖片

◆◆ 新冠疫情下新冠疫情下，，上網學上網學
習變得更普遍習變得更普遍。。圖為學生圖為學生
在上網課在上網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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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螺标本。 人民网 章勇涛摄
▶小黄鱼群模型。 人民网 章勇涛摄

傍海而生，因海而兴。有着“千岛之城”美
称的舟山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四面环海，是中
国第一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数千年来，舟山
人民利用海洋资源创造出丰厚的物质与精神财
富，孕育了宝贵的海洋文化。

近日，笔者走进舟山博物馆，聆听悠远的群
岛故事，感受动人的渔风民俗。

探索海洋宝藏

舟山博物馆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2014 年 12 月，舟山博物馆新馆试开馆运行。新
馆蓝色的建筑立面上分布着银灰色的不规则几何
块，象征着舟山岛礁林立。

“舟山博物馆建筑面积 1.41 万平方米，陈列
展览总面积为 6120 平方米，运用现代化展陈语
言向观众展示舟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别具一
格的渔风民俗和源远流长的海岛历史。”舟山博
物馆馆长叶其跃介绍，馆内拥有 1 万余件 （套）
藏品，从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到近现代文献实
物资料，品类丰富，尤以海洋文化相关藏品最具
特色。

博物馆一层的“美丽家园——舟山自然陈
列”集中展示了500多件舟山动植物标本、古动
物化石、海洋生物标本等，反映了舟山地貌衍变
过程和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

步入展厅，麋鹿鹿角、古菱齿象臼齿、德式
水牛头骨等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映入眼帘。

“2001 年至 2003 年间，舟山渔民在金塘海
域、东极东部海域捞获300多件化石，引起国内
外关注。”舟山博物馆宣教员刘冬燕介绍，在舟
山地区发现的古菱齿象、真马、额鼻角犀等化石

证明舟山原先与大陆相连，是东海平原的一部
分，历经数次海侵海退，舟山与大陆分离，基本
形成了今天的群岛。这批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为研究舟山群岛的形成及舟山原始先民的生存状
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对于研究全球气候、
环境变迁和海平面变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3亿年前就生活在海洋中的中国鲎、现存最
大的节肢动物巨螯蟹、拥有多个精密气室的鹦鹉
螺……行走在“野性舟山”单元，各类动植物标
本令人目不暇接。据介绍，舟山群岛由 2085 个
岛礁组成，陆域面积 1440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08万平方公里，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
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类群，其中不乏珍稀动植
物。世界上仅存一株的野生普陀鹅耳枥，就生长
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上。

两个巨大的海洋生物水族箱让人仿佛置身海
底世界，箱中展示的海洋生物标本基本根据其在
海水层中的真实分布情况呈现。“这里面有舟山
渔场著名的鱼种——大黄鱼和小黄鱼。”刘冬燕
说，“很多人以为小黄鱼长大了就是大黄鱼，其
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

体味渔风海韵

舟山有“中国渔都”的美称，自古以来因渔
业资源丰富而闻名。博物馆二层的“渔风海韵
——舟山民俗陈列”展示了舟山渔民生产生活的
工具，体现了极具海洋特色的民俗文化。

展厅里，近百艘渔业用船模型浩荡排列，生
动展现了舟山渔场渔船云集的壮观景象。这些船
模都是按照1︰40的比例制作的，包括油轮，渔
政、渔业指导船，冰鲜船，运销、供销船，防
疫、医疗船等30个种类。“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
的近海渔场，也是浙江、江苏、上海、福建渔民
主要的生产作业区域，北起辽宁、吉林，南至两
广、港澳台，都有渔船进入舟山渔场作业，不同
地方的渔船各具特色。”刘冬燕说。

一个长长的展柜前，不少观众在驻足拍照，
柜中展示的是舟山传统庙会场景。整个微缩场景
里约有 200 个 3D 打印的人物，他们组成一支长
长的巡游队伍，其中有彩车、高跷、大旗、台阁
等，穿插着花船、舞龙、船灯、鱼灯等各种表
演，喜庆热闹，别具地方风情。在舟山，庙会是
民众参与度很高的综合性民俗活动，各个地方的
庙会习俗也不一样。此处展示的是桃花岛上“稻
花会”的场景，这种庙会一般在稻花吐穗时举

办，故名“稻花会”。
“渔港街市”单元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

和场景搭建，再现了20世纪50至80年代舟山渔
港熙熙攘攘、商铺林立的景象。码头边停靠着几
艘渔船，工人们忙着卸货、补给、修补渔具。渔
需店里，几个渔民在购置网线、索具、滑轮等渔
业用品。鱼行里出售着各种各样的鲜鱼，年轻的
学徒正在仔细地称鱼和记账。

舟山人以岛为家、以海为田，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民间艺术，孕育了多姿多彩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舟山锣鼓、舟山渔民号子
等。

一幅幅生动活泼、光彩熠熠的贝雕作品吸引
了笔者的目光。“舟山贝雕由各种贝类壳体雕刻
制作而成，是舟山市特色传统雕刻艺术之一，被
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冬燕介绍，舟
山贝雕有圆雕和浮雕两种形式，根据贝壳的天然
色彩、光泽、纹理，雕刻组合成风景、人物、花
鸟等图案，尤以展现海风渔韵的作品最具魅力。

舟山渔绳结也是一项凝结了渔民智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渔业生产中，绳子经常会
断，为了工作继续进行，需要将两根断绳相接，
于是就有了形形色色的渔绳结。渔绳结编织是舟
山渔民必备的技艺，绳结系法多达数百种，大多
简便、易结、易解，既牢固又实用。除了作为生
产生活工具，渔绳结逐渐被赋予艺术价值，作为
装饰品来点缀舟山渔民的生活。展厅墙面上悬挂
着不同种类的渔绳结，它们有着不同的用途，编
织方法也都不一样。

聆听群岛往事

从东海边的蛮荒之地到经济发达的千岛新
区，舟山历经风雨沧桑。“群岛往事——舟山历
史陈列”讲述了舟山数千年来的历史变迁。

舟山很早就因海侵而与大陆分离，但文明的
发展并未因此中断，早在 6000 年前就有先民在
舟山的海岛上生活。一块马岙洋坦墩遗址出土的
带有稻谷痕迹的陶片，表明舟山群岛在 5000 年
前就已经出现水稻。“中国沿海先民不断向海洋
探索，他们来到舟山海岛，因地制宜种植稻谷，
留下了丰富的生活遗迹。”舟山博物馆副馆长周
若溪说。

舟山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
时期，《左传》 记载“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
请使吴王居甬东”。甬东即属于今天的舟山。

秦代设鄮县，其地大致包括今宁波东部北仑
和舟山，两汉至南北朝循秦制。县治鄮山邻宁波
阿育王寺，临海有市，舟山海民常至此用海鲜换
取五谷和日用品，海岛与大陆开始了早期的贸易
活动。唐宋时期，舟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著
名港城明州 （今宁波） 的出海口，迎来了繁荣发
展。

一个展台内铺满细沙，沙中埋着许多海捞瓷
碎片。“古代航海者非常艰辛，可以说是‘提着
脑袋’讨生活。船行大海常会发生意外，这些海
捞瓷碎片便是沉船事故发生后沉入海底的。”周
若溪说，“舟山是海上交通要塞，无数船只在这
里补给中转、启程远航。在这期间，航海者会去
普陀山拜观音，祈求平安。”

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促进了佛教文化在舟山的传播，普陀山成为中国
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展厅里有一块杨枝观音碑拓
片，此碑刻于明代，现置于普陀山杨枝庵，碑上
的画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杨枝观音碑与
多宝塔、法雨寺九龙藻井并称为“普陀山三宝”。

明清两代，舟山既是贸易重镇，也是抗击外
敌的战场。展厅内的油画《双屿盛况》描绘了明
初舟山六横双屿港的繁华。16世纪犀牛角柄西方
人像短剑、18世纪西班牙银币等文物，折射出明
清时期舟山海上贸易和对外交流的盛况。

新中国成立后，舟山的发展日新月异。“这
是舟山大陆连岛工程，2009 年 12 月建成通车。”
周若溪指着展板上的图片介绍，该工程经舟山群
岛中的里钓岛、富翅岛、册子岛、金塘岛至宁波
镇海区，与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和杭州湾大桥相连
接，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岛陆联络工程。
2011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
区，这是中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十三五”期间，舟山 GDP 年均增长 9.2%，
增速居浙江省首位。

近年来，舟山博物馆在社教活动方面不断创
新，将科普教育与互动体验相结合，推出“十指
灵动”“舟博课堂”“翁山雅集”“走读昌国”四
大品牌教育活动，其中“走读昌国”入围“2021
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我们采用‘实地探寻+零距离体验’的模
式，让大家亲临现场参观、体验，了解文物背后
的故事。”舟山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石玉华介
绍，“走读昌国”活动现已整合92条精品文化走
读线路，将16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串联起来，活
动过程中还穿插非遗展示与体验，让参与者深入
感受舟山的历史文化魅力。

走进舟山博物馆

感受渔风民俗 领略海洋文化
方彭依梦

新石器时代鸟形盏。 舟山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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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誠邀各位會
員、親朋好友一起到野外踏青,共
度歡樂時光。我們將會為大家提供
午餐,零食和飲料。做為 2022 第一
個面對面的活動,我們將為成人和
小朋友準備各式娛樂活動,如飛盤
、呼拉圈、排球、團體遊戲等。也
歡迎各位自帶活動用品與大家同樂
。

時間: 2022 年 4 月 23 日(星期
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3 點

地 點: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 Pavilion 6(六號亭), by Bear

Creek Drive 晴雨無阻公園地圖: 見
附圖。活動當天,進入公園後會有
指示牌張貼在馬路邊。六號亭設施
詳 見: http://www.pct3.hctx.net/
parks/bearcreekpioneers.aspx?
Pavilion6

活動安排: 11:00 a.m.–Noon
登記繳費,和新老朋友分享行

業信息,了解石油協會。歡迎新會
員現場註冊加入。

Noon–13:00 p.m. 憑餐券提
供午餐。因為野餐時間有限,請務
必準時到達。

13:00 p.m.–15:00 p.m. 團體
活動,遊戲時間。

網上註冊: 請大家在 4 月 21
日之前到 http://capaus.org/ 註冊:

費用: 網路註冊: 大人餐券會員
每張$10,非會員每張$15, 小孩餐券
每張 $5。

現場繳費: 大人$15,小孩$5。
請自備零錢。
注意事項:
• 由於全部工作均由志工在業餘
時間完成,資源有限, 務請大家上網
先行註冊,以方便我們準確統計人

數和訂餐。謝謝!
• 如果您不需用餐,只想和親朋好
友相約來享受美好的春光,則不必
繳費。
• 請各位家長照看好自家小孩,並
注意安全。

有問題請聯絡: 陳靖雯 cw-
chen.capa@gmail.com or 楊 梅
mailtoym@gmail.com

網上註冊請務必使用美國華人
石油協會官方網站 www.capaus.
org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2022 野餐會通知• 如果您不需用餐，只想和親朋好友相約來享受美好的春光，則不必繳費。 

• 請各位家長照看好自家小孩，並注意安全。 

有问题请聯絡: 陳靖雯 cwchen.capa@gmail.com or 楊梅 mailtoym@gmail.com 

網上註冊請務必使用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官方網站 www.capaus.org 

附圖（ Bear Creek 公園地圖 ） 

 

 Bear CreekBear Creek 公園地圖公園地圖

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4月18日舉行高爾夫
錦標賽，此項活動是由亞裔商會和亞商基金會
舉辦，目的是會員聯誼並支持透過基金會辦理
的對亞裔的教育項目及獎學金計劃。

高爾夫錦標賽的地點在Black Horse Golf
Club (12205 Fry Road, Cypress, TX77433)，將

於早上8時開始，中午舉行餐宴並頒發獎項。
一般費用為個人$180，四人組隊$600。除了球
賽，費用包括早餐、午餐、球場上飲料、禮品
袋、以及午餐時頒發的獎品獎項。

另有不同的贊助級別，金額分為$10,000
(Presenting)、 $5,000(19th Hole or Printing/

Media Sponsor)、$3,500(Golf Towel Sponsor)
、 $2,500(Golf Cart or Golf Ball or Beverage
Cart or Divot Sponsor)、 $1,500(Gift Bag
Sponsor)、 $1,000(Hole or Beverage Station
Sponsor)。以上不同贊助金額各有不同對應的
參賽組隊人數、餐會發言時間、及公司標識及

商標在場地及禮品袋等露出機會。
欲知更多詳情或報名參加或贊助支持本活

動的個人及公司企業，請連絡亞裔商會 con-
tact@asianchamberfoundation.org 或 致 電
713-782-7222

如果不能到場參加錦標賽，也可以捐款方
式支持此針對亞裔教育項目及獎學金計劃的活
動

亞裔商會亞裔基金會舉辦高爾夫錦標賽

紐約州，紐約 — 根據獲得奧斯卡獎的動畫
電影改編的熱門音樂劇《阿拉丁》於 3 月 20 日
星期日在新阿姆斯特丹劇院在百老匯慶祝成立
8 週年。為了慶祝這個特別活動，Michael
James Scott （精靈）讓一位幸運的客人— 當
天下午在劇院掃描的第 888 位持票人 — 邀請乘
坐迪士尼郵輪線的最新郵船—迪士尼願望號
(The Disney Wish)。贈品是在謝幕時在售罄的
觀眾面前宣布的。

來看看主演 Michael Maliakel、Michael
James Scott 和 Shoba Narayan 在劇院前慶祝
此次活動的照片。有關《阿拉丁》的製作攝影
和幕後花絮，請瀏覽 press.aladdinthemusical.
com。

迪士尼郵輪線的最新郵輪 「迪士尼願望」
號今年夏天首次啟航。隨著珍貴的故事和人物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您眼前栩栩如生，您會發
現新的魅力。

在《阿拉丁》迄今為止的 2,681 場演出中
（包括週日的日場和夜場），觀眾已欣賞到數
量驚人的特技效果：
• 阿拉丁和茉莉公主邊唱著奧斯卡獲獎歌曲
「嶄新的世界」 (A Whole New World)，邊坐在
魔毯上飛行了 88 英里

• 精靈在震撼人心的 「和我一樣的朋友」
(Friend Like Me) 表演場景中燃放了近 100,000
個煙花
• 在第二幕的開場白 「阿里王子」 中，演員
和服裝團隊完成了 185,000 多次閃電式的服裝
快速更換

被《紐約時報》譽為 「美妙而奢侈！ 」
《阿拉丁》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新阿姆斯特
丹劇院開幕，廣受好評，並迅速成為近年來最
大的新大片之一。百老彙的作品打破了 14 項新
阿姆斯特丹劇院的記錄，並在四大洲衍生出8
部作品，並於 10 月啟動了新的北美巡演。目前
可以在百老匯、日本、荷蘭、墨西哥和德國看
到。

目前《阿拉丁》的演員陣容包括首次在百
老匯登台飾演劇名角色的 Michael Maliakel、飾
演精靈的 Michael James Scott、飾演茉莉公主
的 Shoba Narayan 和飾演賈法爾的 Dennis
Stowe。此次演出的主演還有飾演阿拉丁的同
伴卡西姆、巴布卡克和奧馬爾的 Milo Alosi、
Zach Bencal 和 Brad Weinstock，飾演蘇丹的
JC Montgomery 以及飾演艾格的 Don Darryl
Rivera。 Juwan Crawley、 Mark DiConzo、
Frank Viveros 和 Jonathan Weir 是幾位主要角

色的後備演員。
《阿拉丁》的

主 演 還 包 括 Tia
Altinay、 Michael
Callahan、 Alicia

Charles、Mathew deGuzman、Brian Dillon、
Josh Drake、Samantha Farrow、Carissa Fio-
rillo、 Keisha Gilles、 Jacob Gutierrez、 Wes
Hart、Paul Heesang Miller、Cameron Hobbs
、 April Holloway、Heather Makalani、 Pierre
Marais、Amber Owens、Jamie Kasey Patter-
son、Bobby Pestka、Ariel Reid、Tyler Rob-
erts、 Jaz Sealey、 Angelo Soriano、 Charles
South、Cassidy Stoner 和 Alec Varcas。
關於《阿拉丁》

該劇由迪士尼戲劇製作公司製作，在
Thomas Schumacher的執導下，由東尼獎和八
次Oscar®得獎者Alan Menken（《美女與野獸
》(Beauty and the Beast)、Newsies、《修女
也瘋狂》(Sister Act)）作曲，兩次奧斯卡得獎
者 Howard Ashman （《美女與野獸》、《小
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作詞、三屆東
尼獎和三屆奧斯卡得獎者Tim Rice（《貝隆夫
人》(Evita)、Aida）和六屆東尼獎提名人Chad
Beguelin（《婚禮歌手》(The Wedding Singer)
）作曲，Beguelin 編劇，並由東尼獎得主
Casey Nicholaw （《摩門經》(The Book of
Mormon)）執導和編排。

《阿拉丁》改編自迪士尼動畫電影和《一

千零一夜》等傳頌幾個世紀的民間故事，為這
部大膽的新音樂劇賦予新的戲劇生命。阿拉丁
的旅程將觀眾帶入充滿大膽冒險、經典喜劇和
永恆浪漫的刺激世界。這部新劇有著完整的配
樂，包括奧斯卡獲獎原聲帶中的五首珍貴歌曲
和更多專門為舞台創作的歌曲。

動畫片《阿拉丁》於1992年由迪士尼公司
發行，在評論界和票房上大獲成功，成為當年
票房最高的電影。

這部電影贏得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並
推出贏得該片兩項奧斯卡獎中的第二項：最佳
原創歌曲的熱門歌曲 “A Whole New World”
。 Peabo Bryson/Regina Belle錄製的這首歌曲
在Billboard Hot 100排行榜上飆升至第一位。

《阿拉丁》是由七次東尼獎得獎場景設計
師Bob Crowley、六次東尼獎得獎燈光設計師
Natasha Katz、兩次東尼獎得獎服裝設計師
Gregg Barnes和音效設計師Ken Travis設計。

製作團隊還包括幻覺設計師 Jim Stein-
meyer、髮型設計師 Josh Marquette和化妝設
計師 Milagros Medina-Cerdeira。音樂團隊由
音樂主管和音樂總監Michael Kosarin領導，他
還創造了聲樂和附帶音樂的安排，管弦師 Dan-
ny Troob和舞蹈音樂編曲師 Glen Kelly也參與
其中。

Anne Quart擔任聯合製片人。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AladdinTheMu-

sical.com。

百老彙的《阿拉丁》在慶祝演出 8 週年之際
向情緒激動的觀眾提供迪士尼郵輪線假期贈送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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