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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號莫斯科號」」 沉沒沉沒 艦上疑有核彈艦上疑有核彈
（中央社）俄羅斯的黑海艦隊旗艦 「莫斯科號」 爆炸後沉沒

，據稱恐有超過400名官兵隨船一起沉入海裡。此外，為反擊英
國制裁，俄國16日宣布，禁止英國首相強生和多名高階官員入境
俄國。

「莫斯科號」 （Moskva）14日爆炸後沉沒，分析家和專家警
告，船上可能載有核彈頭。一名俄國流亡人士說，恐有超過400
名官兵隨船一起沉入海裡。

英國 「每日郵報」 （Daily Mail）報導，位於烏克蘭利維夫
（Lviv）一所軍事智庫的主任薩慕斯（Mykhailo Samus）、 「黑
海新聞」 （Black Sea News）編輯克利孟科（Andriy Klymenko）
，以及烏克蘭 「國防快報」 （Defence Express）相繼警告，莫斯

科號可能載有兩枚可安裝在P-1000 「航艦殺手」 飛彈上的核彈頭
。

此外，俄國流亡人士波諾馬瑞夫（Ilya Ponomarev）表示，
目前510名官兵中僅找到58人，令人更加懷疑其餘452人已隨船
沉入海裡。

「富比世」 （Forbes）雜誌烏克蘭版分析，莫斯科號遭烏克
蘭聲稱擊沉，俄軍估計損失高達7.5億美元。

報導指出，自從俄烏戰爭2月底爆發以來，烏克蘭摧毀超過
5000件俄國軍備，但莫斯科號絕對是當中最昂貴的一件。 「富比
世」 拿規模類似的巡洋艦相比，在1995年的建造成本為7.2億美
元。

((路透社路透社))

AA11

12042

Sunday, 4/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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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dan is the ninth month of the
Islamic calendar observed by
Muslims worldwide as the month of
fasting, prayer, reflection and
community. People pray to Allah
and do extra good deeds during
this time.

During Ramadan the people fast
with patience. Fasting also helps
people to be thankful for all the
blessings we have. Fasting teaches
the people to have patience not to
be angry. We need to be nice to
people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I was invited to a big Ramadan
event sponsored by local
community leaders at the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More than one
thousand people and members of
the Consular Corp were in
attendance.

We should be very grateful that we
came to this l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brought our own culture
and religion to practice the way we
lik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still
keep their tradi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We believe that religion is a very
important moral power for our
nation. No matter what religion you
may follow, religious beliefs always
want you to be good man. This kind
of power can really keep many
people from committing crimes.

Fasting is also a shared experience
between Muslims and strengthens
the bonds of brotherhood. Overall,
it benefits our bodies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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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dan Month of MercyRamadan Month of Mercy

我和休斯敦領事外交團
應邀參加了德州地區穆斯林
齋月活動，一千餘人聚集一
堂，為即將到來的節日做準
備，為他們這個偉大吉祥和
尊貴的月份，也是真主安拉
將古蘭経下降給穆罕默德聖
人的月份。

歷経一千四百多年之演
變，開齋節已經成為信仰伊
斯蘭教各民族的傳統文化節
日，今年的開斎節自四月十
九日開始，為期三十天，回
教徒在這時期內從日出至日
落嚴格禁食，不吃飯不喝水
，克制私慾， 自身贖罪，
激發對貧窮者之同情，心施
善，敬拜讀経。

我們非常慶幸生活在這
個種族溶合之大家庭，多少
世界移民來到美國，都以吃
苦耐勞之精神創業並極力教
育下一代成為社會之中堅份
子， 參加开斎節大會上，
有許多地方首長大學校長都
是笫二代移民，他們的表現
非常儏出。

宗教總是勸人為善，生
活在美國的三億多人口许多
都是虔誠之宗教信徒，他們
在自己社區建造教會寺廟，
都被授予許多免稅優惠，最
主要的還是一股宗教信仰之
約束力，為社會公義和平帶
來非常大的影響。

穆斯林齋月穆斯林齋月 勸人行善勸人行善



【綜合報道】因烏克蘭危機，導致歐洲與俄羅斯交惡，進而引爆一場能源危機。為捍衛“民主”、
“自由”的價值觀，抵禦來自俄羅斯的“邪惡”能源，西方政客也是奇招迭出，像什麼穿毛衣、燒柴火
、少洗澡等等，可謂是縱其想像，無有不能。

但“民主”、“自由”的口號，必然無法抵擋歐洲北境呼嘯的寒風。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稱，歐
委會於3月出台一項法案，要求在今年11月1日時，庫存氣量需達到庫容的80%，往後每年將該比例上升
至90%。由於德國的能源需求更加旺盛，德議會要求在今年11月1日時，庫存氣量需達到90%以上，較之
歐盟標準還要高出10%。

據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公佈的一項數據顯示，過去一年的冬天，歐洲氣庫採氣達510億立方
米，相當於夏季注氣量的107.8%。 3月供暖結束後，歐盟儲氣量約為252億立方米，如需達到上述目標
，那麼就必須再注入630億立方米天然氣。俄氣還不忘列出一項數據，稱歐洲最近幾年，沒有任何季節
達到如此龐大的注氣量，且這個量也難以保證寒冬的消費高峰。

即便如此，歐盟內部依舊為能源危機鬧得不可開交，有考慮妥協的，有負隅頑抗的，也有煽風點火
的，而俄羅斯似乎已經喪失了耐心。據路透社4月14日消息，普京在能源會議中表示，歐洲除了俄羅斯
的天然氣以外，根本毫無選擇，全球市場的出貨量是固定的，而從其他國家收購天然氣，無疑是將損失
轉嫁給消費者。任何切斷對於俄羅斯能源供應的嘗試，必將對歐洲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普京還表示，正如歐洲欲擺脫對俄能源依賴，俄羅斯也打算擺脫對歐洲的買家依賴，未來幾年，俄
羅斯將縮減向西方的能源供應，並於近期開發一份計劃，興建通往亞非拉等國的基礎設施，逐步轉向南
方及東方市場。

儘管奧地利、德國、匈牙利等國均拒絕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但源自美國及歐盟的壓力，導致各
國尚無實質性舉動，日益迫近的能源危機，導致歐洲民怨沸騰。以德國為例，越來越多的抗議者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停止“欺凌”俄羅斯，有趣的是，支持烏克蘭的民眾也爆出示威遊行，兩撥人在
街頭對峙的情況並不少見。

越來越多的德國民眾開始懷念默克爾，甚至深切地感受到，當年她極力促成“北溪二號”，堅決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究竟是何等明智的決定，但可悲的是，現如今德國在民粹主義的道路上狂
飆突進，或許再也無法回頭了。

這一點，即便是意大利也深有感觸。意大利《新聞報》刊登了一份社論，對當前西歐對俄政策大加批駁，聲稱向烏輸送武器、鼓吹各國志願者參戰、對俄軍頻頻施壓，根本無法解決戰爭。歐洲
需要一個可以信賴的調解人，除默克爾以外，無人能夠擔此重任。

再來看看德國現任高官吧。據《法蘭克福匯報》消息，當地時間4月14日，德副總理哈貝克以“保護錢包，刺激普京”為口號，鼓勵民眾節省能源，並列舉各項措施，像什麼騎車出行、居家辦
公、降低室內溫度等等。這番話不像出自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之口，反而像一個譁眾取寵的小丑。
當然，“苦一苦百姓”“為自由挨凍”向來是歐洲精英政治家的經典思維，苛求他們為民謀利，未免有些為難了。

歐盟儲氣告急歐盟儲氣告急，，普京稱俄羅斯將轉向東方市場普京稱俄羅斯將轉向東方市場

（綜合報導）8天時間，泰國境內抓捕到460多名非法入境
緬籍人員

泰緬邊境消息，從4月1日至4月8日，8天時間內，泰國當

局在泰國境內抓捕到467名非法入境的緬籍人員。
在泰國湄索的緬甸公民聯合行動委員會（JACBA
）主席吳莫覺稱，除了抓到467名非法入境的緬籍
人員外，還抓到了4名中介。潑水節期間，因越來
越多的人偷渡進入泰國，因此泰國方加強警戒。
他稱，4月份，偷渡入境的人數又開始多了起來，
8天的時間抓捕到467名，因此泰國方加強了警戒
。
據了解，此次抓捕到460多名非法入境緬籍人員中
，4月8日，在多縣剖帕亞鎮內抓捕到46名，其中
包括5名孩子。此外，還在北碧府抓捕到50名非
法入境的緬籍人員。
吳莫覺稱，目前緬甸局勢緊張，位於邊境的克倫邦
境內戰事頻發，因此難民越來越多，想偷渡入境的
人也越來越多。目前，雖然通過兩國的協商，泰國
通過MOU政策向緬甸合法招募工人，但是受局勢

影響該工作一直被耽擱進展不順。
根據泰國當局發布的數據得知，3月份內，泰國境內抓捕到

1600多名非法入境緬籍人員。今年1月份和2月份內，泰國境內
也抓捕到4000多近5000名非法入境緬籍人員。

每人給中介25000泰銖，13名非法入境泰國的緬籍人員被
逮捕

泰國消息，日前，泰國美塞鎮內抓捕到13名從撣邦北部昔
卜地區前來，非法入境泰國的緬籍人士，據了解，他們每人給中
介25000泰銖，希望中介帶他們前往泰國曼谷找工作。

根據泰方發布的消息得知，他們跟隨中介計劃前往泰國曼谷
，為了休息，途中在美塞邊境地區，中介租賃的一個房子內修整
，之後被逮捕，其中包括兒童。

據了解，當天泰國警方前往美塞邊境的溫帕坎村莊內第8組
647/2號房屋內檢查的時候，在房屋內發現居住的13名沒有任何
證件的緬籍人員，其中包括一名兒童。被逮捕後，他們表示，他
們是從撣邦昔卜鎮來的，每人給中介25000泰銖中介費，計劃前
往曼谷找工作。

目前他們被移交給警方，將根據防疫規定，為他們測量體溫
，做核酸檢測，之後根據相關法律對他們進行追責。

大量緬甸人因偷渡賠了巨款還被抓大量緬甸人因偷渡賠了巨款還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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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累計病例最多省份首席醫官
“強烈建議”民衆勿摘口罩

綜合報導 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安大略省首席醫療官摩爾(Kieran

Moore)4月 11日在多倫多對媒體表示，鑒于新一波新冠疫情已出現，

“強烈建議”民衆在所有室內場所中繼續佩戴口罩，且應是三層或醫用

級口罩。

安大略省剛剛從3月21日起取消了學校和大部分公共場所的強制佩

戴口罩令，並且計劃在4月27日取消包括醫院、護理機構等在內所有場

所的強制佩戴口罩令。

摩爾坦言，目前該省“明顯”正處于由奧密克戎BA.2亞型所推動的

第六波疫情之中。他呼籲民衆進行自我檢測，並接種疫苗。

摩爾表示，雖然當局近期不會恢複已取消的口罩強制令，但正在對

全面取消口罩強制令的計劃作“積極審視”。這意味著，取消剩余口罩

強制令的時間可能推遲。

同時，該省宣布，將新冠抗病毒治療藥物及核酸(PCR)檢測的覆蓋

對象範圍進一步擴大到更多“高危人群”，其中包括18歲以上免疫功能

低下人士、滿18歲但接種疫苗少于3劑且存在慢性病等風險因素的人士

等。

安大略省的累計新冠病例數在加拿大全國居首位。該省住院病例數

在上周已出現自2月份以來首次反彈至1000人以上。近期的廢水檢測分

析顯示，該省每天實際新增的病例數可能高達12萬個。

加拿大整體疫情近期正在反彈。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近日亦建

議民衆繼續保持佩戴口罩。

但加各地政府近來也在繼續逐步放寬公共防疫限制措施。多個省份

已取消口罩令、取消疫苗接種憑證的使用，放寬或取消公共場所人數限

制等。

歐盟未能就對俄油氣禁運達成一致

綜合報導 歐盟批准通過包括煤炭禁令在內的第五輪對俄制裁

措施。這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以來，歐盟首次針對俄羅斯能

源實施制裁。

11日，歐盟成員國外長在盧森堡召開會議，就對俄能源禁運展開進

一步磋商，但並未就對俄石油禁運達成一致。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會後稱，石油將可能是歐盟下

一步對俄制裁的領域之一，但歐盟成員國之間仍然在對俄石油禁運問題

上存在分歧，當天的歐盟外長會並未就對俄石油禁運達成一致。

數據顯示，俄羅斯煤炭出口量占全球15%左右，是煤炭第三大供應

國。煤炭出口僅占俄羅斯出口貿易額的3.5%。俄出口的煤炭中，四分之

一運往歐盟。而歐盟每年進口的煤炭中45%來自俄羅斯，總值約40億歐

元。

在威脅對俄實施能源制裁多日之後，歐盟最終選擇從煤炭“下手”，

邁出對俄能源制裁第一步，但歐盟卻在更大程度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

也就是對俄油氣禁運的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分析指出，與石油和天然

氣相比，煤炭是歐盟最容易切斷的俄歐能源貿易。歐盟每天向俄羅斯支

付2000萬美元用于購買煤炭，但在購買石油和天然氣方面卻需要支付

8.5億美元。

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最大規模的商貿往來就是石油和天然氣交易。歐

盟所需25%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依賴從俄羅斯進口。外界普遍認爲，

在是否將石油和天然氣納入對俄制裁問題上，德國的態度至關重要。截

至目前，對俄能源高度依賴的德國一直對此表示反對。

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結束
法國有可能迎來一位女總統嗎？

綜合報導 法國有可能選出一位女

總統了。這位總統候選人叫瑪麗娜· 勒

龐，別看她是一個女人，但其生猛程

度，真印證了開頭那個梗，戰鬥力爆

棚。她在競選宣傳中說要禁止引進中

東和北非的移民，而且宣稱當選後要

率領法國退出北約，甚至要退出歐盟

和歐元區，重新發行法朗。在外交上

，她宣布要親近中俄。這個執政綱領

足以讓北約國家心驚肉跳。美國媒體

在第一輪投票之前紛紛表示，如果瑪

麗娜 勒龐贏得了選舉，那就是俄羅斯

的重大勝利。看到這裏，相信很多小

夥伴都期待這位女英雄上位了，那麽

勒龐能贏得這次總統大選嗎？

其實，這次大選現任總統馬克龍原

本連任是勝券在握的，在幾周前的民調

支持率還超過40%，遠超所有候選人，

結果由于最近幾周法國通貨膨脹嚴重，

引起了法國人民嚴重不滿，馬克龍的支

持率大幅下降，結果被勒龐追上。4月

10日的第一輪大選投票結束，馬克龍以

27.6%比 23.4%的得票率領先瑪麗娜· 勒

龐 4.2個百分點，兩人將在4月 24日的

第二輪投票中決一勝負。這次法國大選

有幾個看點，首先是法國極右翼實力膨

脹。這次法國極右翼的三位候選人勒龐

、澤穆爾和埃格南加起來總得票率高于

30%，已經不可忽視。而馬克龍和勒龐

的對決已經不是傳統的左右之爭，對北

約來說，這是一個親歐親美、對外開放

的主流集團與一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對

立。

其次，極左派的梅朗雄得票率爲

22%，出人意料地高，僅次于勒龐。這

個梅朗雄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早年

參加過共産國際，是個純粹的社會主義

者。宣稱要資本國有化，資産社會化，

向富人征收重稅。他同樣主張親近中俄

，退出北約，相比勒龐模糊的對外台獨

，他主張堅持一個中國。梅朗雄已經號

召自己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不給勒龐

投票，但也沒有明確表明支持馬克龍，

實際上是讓他的選民在棄權和支持馬克

龍之間選擇。當地民意調查機構預測，

在第二輪選舉中，梅朗雄的選民中會有

一半棄權，剩下的人也有可能會投票給

勒龐，十分分裂。從這次投票中可以看

出，法國社會撕裂情況也很嚴重，極左

極右勢力都大幅度膨脹。有趣的是，不

論極左極右，都明確表示要退出北約，

親近中俄。可見，法國人已經對北約非

常反感了，認爲現在馬克龍的政策在出

賣法國利益。

但實事求是地講，在4月24日舉行

的第二輪選舉，馬克龍獲勝的機會更

大一些，但是勒龐獲勝的機會也不小

，就看其他落選者的選民會如何分散

了。那麽誰當選更有利于中國呢？這

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我們已經比較

熟悉馬克龍了，他是個堅持歐洲獨立

自主的人，對中國的態度是可以利用

，當然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勒龐對中

國的看法是模糊而分散的，她曾經站

在西方的角度抨擊過中國，也曾經表

示當選後要搞好同俄羅斯和中國的關

系，總體而言中國並不是她執政方針

裏討論的重點，她更加關注法國人自

己的利益。不過她如果當選後真的率

領法國退出北約，將嚴重削弱美國和

北約的實力，有可能會減輕中國的壓

力。當然，西方政客說一套做一套的

風格我們已經多次領教了，聽其言觀

其行，做好自己，才是王道。

歐洲領導人見了，澤連斯基卻拒見德總統！
不受歡迎的德國有多尷尬

綜合報導 近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

基可謂是自信空前。

前有約翰遜和澤連斯基舉行面對面會

晤，隨後兩人還在基輔街頭漫步，而後歐

洲多國首腦也開始了“複制”模式。

據波蘭總統辦公室消息，波蘭、立陶

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總統已經抵達

烏克蘭，正在前往基輔與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會面。

不過，原計劃與波蘭、拉脫維亞等國

總統訪問基輔的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

卻被烏克蘭“拒之門外”，目前已確認取

消原定前往烏克蘭基輔的行程。

其實這也並不令人意外，施泰因邁爾

此前有過親俄立場和言論，烏克蘭駐德國

大使梅爾尼克公開指責他與俄羅斯存在政

治上的親密關系。

就在4月初，施泰因邁爾架不住輿論

壓力公開承認自己在與俄羅斯的政治交往

中犯了錯誤，並表示後悔多年來一直堅持

“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

看來德總統想“蹭熱點”的計劃失敗

了，稍微顯得有點尴尬，但眼下澤連斯基

不希望在基輔與他會面也在情理之中。盡

管德國已經表示願意成爲烏克蘭的安全保

障國，但是目前俄烏雙方還沒有就該問題

達成共識。

其實，德烏之間未能達成共識的原因

還是要從俄羅斯談起。

俄羅斯雖自诩“百年孤兒”，但現實

生活中也是有朋友的，那就是德國。從常

理推斷，俄德之間本該是互爲敵方，經曆

了兩次世界大戰彼此打得傷痕累累，如今

人們熟知的加裏甯格勒就是當時德國的龍

興之地東普魯士。

和英法等其它西歐國家不同，德國與

俄羅斯固然有對抗，但更有求同存異的合

作空間。雙方的關系就是這麽微妙，眼下

幾乎難産的北溪天然氣管道工程就是最好

的證明。

另外，我們也能看到德國總理曾義憤

填膺地向國會發表“抵制俄羅斯”的大型

演講，就當人們認爲德國被俄烏戰爭“打

醒了”的時候，德國又表態稱，“咱現在

還不能停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

看到這一幕，人們也不禁回憶起前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至理名言”： 能源不

獨立且結構單一、取消核電站並花大錢搞

綠色能源迎合左派、過于依賴他國能源。

很明顯，德國都一一應驗了。

其實，隨著烏俄衝突的推進，人們似

乎只能看到烏俄這兩個“主角”以及最佳

“配角”的美國，但大家似乎忽視了，烏

俄戰爭的第三個最重要的關聯方德國。

有一個小細節值得大家回憶，在3月

份的時候，以色列總理爲了調和俄烏雙方

的談判，親自去俄見了普京，但對澤連斯

基只是打了個電話，而最後卻選擇與德國

總理見面。

爲什麽德國在俄烏衝突中如此重要？

首先作爲歐盟領導國，德國的一言一

行都至關重要。其次，那就是德國本身也

算是本次烏俄衝突裏的“伏筆”。

當然，該“伏筆”應該是普京主動埋

好的。早在2018年，烏克蘭現任總統澤連

斯基當選的前一年，烏克蘭就已經修憲。

簡單點說，普京不用等到2022年再動手。

有相關人士曾分析，澤倫斯基早在烏

俄衝突初期就喊話過歐盟，但很明顯歐盟

選擇了拒保烏克蘭。至此，德國也算爲普

京擋住了烏克蘭謀求國家安全的國際努力

，而隨著德國的態度堅決，歐盟的立場也

就跟著軟化。

還記得在俄烏之戰前幾天，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講，

他直言如果北約內有成員國不希望烏克蘭

加入，應該直接說出來。

其實這裏已經是在“點名”德國了，

但德國就是裝聾作啞。

在國際關系方面，德國社會和德國政

界長期以來彌漫著一種烏托邦式的和平主

義理念，長期以來不願意維持必要的軍備。

德國在毫無國防的狀態下，長期以來

一直選擇親近俄羅斯的基本對外關系戰略

，希望以此來避免任何衝突，甚至爲此把

德國的能源供應鏈改成主要依靠俄羅斯。

這也注定了德國會讓自己處于如今的尴尬

境地。

眼下，美媒也不斷逼德國表態。

美國《紐約時報》近日發表文章稱，

德國在同中俄的經濟交往中獲得了豐厚回

報，但只有重塑對中俄的交往模式，結束

對兩國的依賴，德國真正的“時代轉折”

才會到來。

很多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要

德國立刻與俄羅斯做切割，恐怕得付出很

大的代價。

不過，仍有德國政客鼓噪德國必須立

即與俄羅斯徹底決裂。

德國保守派議員諾伯特· 羅特根說，

“戰爭已經回到了歐洲，它將影響歐洲大

陸的政治和安全秩序。”

其實，放眼國際社會，歐美嶄露頭角

的新一代的政治家，大多都表現出非常

“戲劇化”的一面。極富代表性的，如滿

嘴跑火車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從來梳不

好頭發的英國首相約翰遜，甚至原本就是

演員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這個時

候，德國內部出現的強硬聲音，與這種浮

躁，也有相似之處。

“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終究是差

了那麽點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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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繼美國宣布制裁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兩個成年女兒後，日本今日宣布凍

結普京女兒等398人資産。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12日宣布，

作爲對繼續進攻烏克蘭的俄羅斯的追加經

濟制裁，已將包括總統普京的兩個女兒在

內的398人新列入資産凍結對象。由此，日

本與已宣布采取同樣措施的美英和歐盟

（EU）統一了步調。此外，日本從19日起

還將禁止從俄羅斯進口部分物品。

資産凍結對象有普京的女兒瑪麗亞· 普

蒂娜（36歲）和葉卡捷琳娜· 蒂科霍諾娃

（35歲），以及俄軍相關人士及議員等。

日本還決定從5月12日起禁止新的對俄投

資，並凍結俄羅斯銀行龍頭俄聯邦儲蓄銀

行以及阿爾法銀行的資産。

另一方面，禁止進口的物品包括伏特

加等酒精飲料、部分木材、機械類、電子

器械等共38個品種。對象品種最近的年進

口額合計約16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8.1億

元），相當于從俄羅斯進口商品總額的約

1.1%。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8日出示了禁

運方針，經濟産業相萩生田光一12日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

會上表示，禁運已獲內閣會議同意。經産省負責人說明稱

，根據可否實現替代采購敲定了禁運品種，“對日本經濟

的負面影響不會太大”。

萩生田表示：“將繼續與以七國集團（G7）爲首的國

際社會攜手妥善應對。”財務相鈴木俊一在記者會上稱：

“經濟制裁的效果正在切實提高”。

綜合報導 一位泰國網紅在回國經機

場時，看到人山人海的遊客在素萬那普

國際機場等候酒店接應後，表達了他對

泰國Test & Go免隔離入境計劃的不滿

。（他說這個系統一團糟，酒店工作人

員不得不大喊大叫才能找到他們的客人

，而遊客則搜索他們酒店的標志，“就

像在玩益智遊戲一樣”。

這 位 吐 槽 的 泰 國 人 Atichan

Cherngchavano，網名“Au Spin9”，是

一位泰國流行的IT産品YouTuber。周日

，他在他的個人頁面上發布了曼谷素萬

那普機場外國旅客人群的照片，並附標

題《泰國人在重新進入泰國時還必須通

過Test & Go或沙盒計劃》，抱怨入境

計劃和機場管理。

他的帖子迅速走紅：

“這就是素萬那普機場管理Test &

Go免隔離入境計劃旅客的方式。沒人可

以便捷離開。（沒有指示遊客的標志）

旅客們都站著不動，酒店的工作人員大

聲喊著自家酒店名字尋找他們的顧客，

直到聲音沙啞。一些工作人員失望地搖

頭。一些旅客對工作人員感到憤怒，而

工作人員則指責機場管理失敗。”

“這種情況看起來就像玩遊戲來尋

找酒店標志一樣。一切都是隨機排序的

，沒有字母順序，也沒有目錄。一個櫃

台有大量的酒店標志，一名工作人員負

責一家以上的酒店。就算旅客們能找到

他們的酒店，他們也得站在那裏等著與

工作人員交接。這可能才只是開始，這

個城市的更多困難等待著他們。外國人

如果不得不面對這種情況，他們就不會

再回來了。”

許多泰國網友按贊並分享了他的帖

子，有些人說有過類似的經曆。在評論

中，Atichan說他希望啓動該程序的人自

己嘗試使用它，這樣他們就可以意識到

它的問題，和泰國主要機場到達區混亂

的狀況。

Atichan最後以嘲諷的評論結束了他的

帖子，稱那些制定這個入境計劃的人，可

能永遠不會注意到這些問題，因爲他們可

能有自己的“便捷渠道”入境泰國。

就在Atichan的帖子在網絡上引發熱

議後，泰國機場方面隔天便做出了回應

和調整。素萬那普機場的官方頁面還專

門發布了一份正式的通告來回應和解釋

情況。

“對于網上分享的機場航站樓內集

合點旅客擁擠和服務不便的問題，素萬

那普機場澄清，人潮是在高峰時段出現

的，而且只是短暫的（不是常態）。機

場已經又擴大了服務空間，增加了更多

的酒店櫃台，並按照名稱的字母順序排

列了酒店櫃台。”

素萬那普機場總經理基蒂蓬（Kitti-

pong Kittikachorn）在新聞稿中表示，在

泰國疫管中心放寬限制取消行前PCR檢測

後，從4月1日起，更多旅客前往泰國。

乘客人數已從每天六七萬人增加到

每天九萬、十萬人，這導致了早上5點

至~7點和中午12點~下午3點高峰時段

。在高峰時段大約同時有1,500~2,000 名

乘客抵達，由于疫情預防措施，機場迎

接抵達乘客的最大容量目前僅爲每小時

3,000人。

機場和緊急操作中心已經改進了服

務，以實現最佳效率，以支持不斷增加

的乘客數量。機場航站樓內集合點的酒

店櫃台從8個增加到了17個，酒店名稱

已按字母順序排列。此外，行李提取處

擴展爲兩條軌道，方便旅客取行李。除

此之外，基蒂蓬說更多的酒店和機場工

作人員以及泰國旅遊局的官員將待命。

許多泰國網友對機場的回應發表了

評論。一些人感謝當局考慮了乘客的意

見並立即解決了問題，而另一些人則感

謝發出意見的博主，這直接讓情況立即

得到改善。然而，也有人評論說，這些

變化並沒有産生太大的影響，因爲從照

片上看，機場似乎仍然很擁擠……

怎麽說呢，看完泰國人的吐槽，

不禁有些感慨！世界之大不同。有的

人可能還在爲了不餓肚子調鬧鍾搶菜

，有的爲能自由出門去買個可樂而感

到小幸運，有的想出行而不得，有的

隨便出而怨其煩……總之，希望快快

恢複正常吧！

泰國博主吐槽入境擁擠混亂，“外國遊客不會再來”，機場立刻回應並改進

韓國首現XL變異毒株病例
多次感染者恐再增

綜合報導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當

地時間12日消息，截至當日0時，韓國較

前一日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10755例，

累計確診15635274例。

在當日例行簡報會上，韓防疫當局指

出，韓境內首次發現感染新冠重組毒株XL

的確診病例。據介紹，該病例爲首次感染

的無症狀感染者，無出境史，已接種三針

疫苗。

據悉，新冠重組毒株XL是迄今發現的

17種重組毒株之一，由奧密克戎變異毒株

的原始株BA.1和亞型株BA.2重組而成，目

前尚無關于該毒株傳播力、致重症率等特

點的資料。對此，韓防疫部門稱將加強對

該變異毒株的實時監控。

此外，韓防疫部門在對2020年新冠在

韓境內暴發後至今的所有新冠確診病例進

行全面複查時發現，共有26239名確診者在

痊愈後再度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有26202例

兩次感染，37例三次感染。

《首爾新聞》稱，目前由于奧密克戎變

異毒株在韓擴散，首次感染病例數量仍在增

加，預計再感染病例數將在未來45天內呈上

升趨勢。《東亞日報》也引用高麗大學九老

醫院感染科教授金宇珠的預測稱，韓境內新

冠再感染者數量將會有大幅增加勢頭。因此

，韓媒建議民衆應繼續遵守佩戴口罩等防疫

守則，並及時接種疫苗。防疫當局還表示

目前已決定實施老年人第四次疫苗接種，

並將于13日公布相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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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

對美國聯邦參議員格雷厄姆等人14日竄訪中

國台灣地區，中國國防部、外交部、國台辦等接連發

聲，解放軍海空力量亦在台島周邊展開演練。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吳謙15日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厲兵秣

馬，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挫敗外部勢力干涉和

“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中國軍隊的有關行動就是對

近期美國，包括國會議員團訪台的消極行動的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2022年4
月15日是第七個“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日
前，“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活動標識對外發
布。

標識由數字415、
紅星和光芒組成。數字
4的設計，形似宣誓的
動作，表現出全國人民
誓要維護國家安全的決
心，及“安全有我”的
個人責任感。同時也有利於提高415的辨識度，便於傳播。紅
星在數字上方閃耀，意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安全得
到全面加強，光明前景催人奮進。數字415和紅星組成穩定的
三角形，光芒閃耀，使整個標識成優美的扇形。數字415意指
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簡潔明瞭。文字“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位於標識下方，黑色字體穩重，托舉扇形，意指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堅如磐石。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標
識。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人權研究會15日發布《反亞裔種族歧視
甚囂塵上坐實美國種族主義社會本質》研
究報告。報告揭示出美國在骨子裏依然是
一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國家，
亞裔美國人同非洲裔、拉美裔、原住民一
樣，在享有和實現人權的諸多方面受到有
形無形的歧視和侵害。

政客操弄疫情亞裔更受歧視
報告包括美國亞裔正在遭受愈演愈烈

的種族主義攻擊、美國亞裔被歧視被排斥
的歷史仍在延續以及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反
亞裔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原因三部分。報
告系統論述亞裔從歷史延續到現在的種族
歧視遭遇，深刻揭示了反亞裔種族歧視甚
囂塵上的原因，包括美國政客對新冠肺炎

疫情的種族主義操弄、美國白人至上的種
族結構與社會氛圍、亞裔“模範少數族
裔”標籤的羈絆、美國種族關係的對立、
美國政客破壞中美關係的政治誘因。

排外情緒高漲視移民作“他者”
報告顯示，美國亞裔外來者的身份認

定使其成為種族主義排斥的目標。亞裔遭
遇愈演愈烈的種族歧視也與疫情之下美國
排外主義情緒高漲有關，因為亞裔在美國
主流社會中某種意義上被認定為永久的
“外來者”和“他者”。

報告解釋稱，一方面，美國亞裔人口
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移民而不是自然
增長，大量亞裔的出生地在美國之外。另
一方面，大部分亞裔與美國主流社會和主
流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因此我們可以

看到在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攻擊中，“滾
出我們的國家”“滾回自己的國家去”
“離開這裏”“你們不屬於這裏”的排外
主義表述極為常見。種族主義者甚至將這
種“外來者”的認定視作發動針對亞裔種
族主義攻擊的合理性支撐，這在美國社會
中具有相當的民眾基礎。

報告指出，美國亞裔正在遭受愈演
愈烈的種族主義攻擊。新冠肺炎疫情這
場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為檢視美國社
會種族歧視問題提供了一個直觀透明的
窗口。非洲裔與拉美裔成為美國新冠肺
炎疫情的直接受害者，他們的感染率和死
亡率要遠高於白人群體；而亞裔則不幸淪
為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的間接受害者，他們
是伴隨着疫情而日益猖獗的種族歧視言行
的主要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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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美國亞裔遭愈演愈烈種族主義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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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謙表示，近期，美國國會議員不顧中
方強烈反對，蓄意挑釁，竄訪台灣。

美方這一行徑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美關係
的政治基礎，導致台海局勢進一步緊張升
級。

國防部：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吳謙指出，美一方面作出不支持“台
獨”的承諾，一方面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嚴重錯誤信號，這是極其虛偽的，毫
無信義。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向美方提
出嚴正交涉。

吳謙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不容任何外來干
涉。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近日在台島
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
並開展多科目針對性演練。這是根據當前
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
必要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厲兵秣馬，
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挫敗外部勢力干
涉和‘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15
日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出動驅
護艦、轟炸機、殲擊機等力量在東海當面
和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
警巡，並展開對海突擊等科目演練。此次
行動是針對近期美在台灣問題上頻頻釋放
錯誤信號而組織的。美惡劣行徑和伎倆完

全是徒勞的，也是十分危險的，玩火者必
自焚。“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外交部：
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亦於當日回應指
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
來。他表示，美國國會議員應該遵守美國
政府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美台
官方交往。他們更不應該發表不負責任的
言論。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相信大家也
注意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已經發
布了相關的聲明。中國軍隊的有關行動就
是對近期美國，包括國會議員團訪台的消
極行動的反制。”

國台辦：
敦促美政府兌現不支持“台獨”承諾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5日稱，一段時
間來，美國政府、國會在台灣問題上屢屢
挑釁，變本加厲打“台灣牌”，企圖“以
台制華”、阻撓中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
復興進程。格雷厄姆等人竄訪台灣，民進
黨當局和“台獨”勢力巴結逢迎，改變不
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阻擋不了祖
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他強
調，我們敦促美國政府用實際行動來兌現
不支持“台獨”的承諾，而不是說一套做
一套。

中國駐美使館發言人亦對此表示中國駐美使館發言人亦對此表示，，美美
國會有關議員訪台國會有關議員訪台，，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
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方對此堅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針對近期美在
台灣問題上頻頻釋
放錯誤信號，解放
軍在台島周邊海空
域組織多軍兵種聯

合戰備警巡。對此，兩岸關係專家、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季燁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解放軍軍演是預
警信號，是對台灣當局和美方的警
示，不要衝擊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底
線和紅線。同時，軍演也是模擬，美
方的挑釁讓中方有必要對可能發生的
台海變局，進行具有提前量的充分準
備。

近期，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上
“倚美謀獨”，試探和逼近紅線，美
方在台灣問題上也小動作不斷。談及
中方或可能採取的“反制”措施，季
燁認為，中方一定會綜合運用外交、
經濟、軍事等各種手段來應對。他強
調，中方在對外關係中反制霸權主義
和強權政治的“工具箱”越來越豐
富，面對台灣分離主義的現實風險，
以及美方非法干涉的企圖，中方一定
會“料敵從嚴”，嚴正以待。在這個
問題上，美方應該了解中國政府的底
線，也了解中國人民的決心。

季燁認為，格雷厄姆等議員竄訪
台灣，表明美方在對華關係中再次操
作“台灣牌”。特別是在眾議院院長
佩洛西竄訪台灣的行程未能成行之
後，美方部分政客通過其他議員訪
台，試圖“扳回一城”。他認為他認為，，這這
是美方對台當局表示是美方對台當局表示““支持支持””的象徵的象徵
性舉動性舉動，，實質性意義不大實質性意義不大。。但他同時但他同時
提醒提醒，，這是美方背棄自身堅持一個中這是美方背棄自身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政治承諾的表現國原則政治承諾的表現，，再次表明再次表明，，
美國部分政客乃至美國政府才是台海美國部分政客乃至美國政府才是台海
動盪之源動盪之源，，是破壞亞太區域和平安全是破壞亞太區域和平安全
的罪惡黑手的罪惡黑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朱燁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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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戰區海軍航空
兵某團近日開展飛行訓
練，多型轟炸機接令雷
霆出擊。 網上圖片

◆◆ 東部戰區海軍西安艦近日赴東東部戰區海軍西安艦近日赴東
海某海域開展高強度多科目實彈射海某海域開展高強度多科目實彈射
擊訓練擊訓練，，火力全開火力全開。。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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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門為長者打針 下周二起可登記
聶德權：採取“針搵人”策略 服務涵蓋全港十八區

截至14日，香港市民已合共接種了1,559

萬劑新冠疫苗，其中12歲或以上巿民的接種

率為92.6%，3歲至11歲則為63.6%。在長者

接種方面，80歲或以上接種率為60.5%。為推

動和便利長者接種疫苗，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15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宣布，

“疫苗到戶接種服務”下周二起接受市民登記，70歲或以上長者，或者因病患殘疾未

能外出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以登記上門接種科興疫苗。為讓更多長者打針，他們會採取

“針搵人”策略，社署、生署和醫管局會主動聯絡目標服務群組，為他們介紹“疫

苗到戶接種服務”，鼓勵他們登記打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

香港文匯報訊 由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
病預防控制所所長闞飆率領的內地疫情防控專家
組，14日與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及渠務署就污
水監測計劃進行技術交流及經驗分享會議。

香港環保署副署長徐浩光向專家組介紹香港自
2020年底爆發第四波新冠疫情以來，利用污水病毒
監測以輔助抗疫的技術發展、實踐經驗及所得成
果，並闡釋過程中隨着疫情趨勢而調整的策略及未

來計劃。
闞飆在總結時肯定香港特區政府透過監察污水

提供疫情預警信號、追蹤區域疫情發展，以及輔助
追蹤隱性患者的成效，並感謝環保署分享數據分
析，可作為內地城市的參考。專家團同時參觀了一
個實地污水監測站，了解渠務署抽取污水樣本的過
程，並到訪香港大學環境微生物組工程與生物技術
實驗室，與工程學院張彤教授研討污水檢測技術。

內地專家組肯定港污水監察預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學校將
於本月19日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為配
合疫情防控需要，香港教育局15日公布
最新的學校健康指引，包括恢復面授課
時，全校師生、校車司機、保姆每日到
校前要完成快速抗原測試，陰性者才能
到校；學生每日要帶備有家長簽署確認
的《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
表》，校方收集資源後要每日上午10時
前向衞生防護中心呈報。

學校健康指引於本月14日更新，除
了提到師生等每日到校前要完成快測
外，學校須要求學生帶備已有家長或監
護人簽署記錄表回校；學校可以抽查個
案，並要求覆檢。同時，若學生回校前
未完成快測，學校可考慮事先獲得家長
同意下，協助學生進行檢測，例如可提
供檢測包由學生自行檢測，或由教職員
幫助學生完成。指引強調，未能及時完
成檢測，有關學生不能上課，學校應通
知家長，盡快安排有關學生回家。

如測試結果為陽性，教職員和學生
不得返校並應盡快通知學校其陽性結果
及留在家中，和在24小時內向衞生防護
中心呈報確診情況。如果教職員及學生
屬新冠康復者，並已向學校提交隔離
令、醫生證明書或康復紀錄二維碼等證
明，他們可於康復日起的三個月內，豁
免進行快測，而接送學生的家長亦無須
進行快測。

指引又提到中小學個別科目的注意
事項，包括在面授課堂期間，學校可安
排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14天的中
小學生，進行必須除下口罩的活動，例
如吹奏樂器、足球、籃球活動等。

至於曾與確診者在發病前兩日起至
確診期間一同用膳者或曾在脫下口罩時
有共同活動的人士，必須在最後接觸日
翌日起計，在7天內每天進行快速抗原
測試，包括不需回校的日子，並在7天
內停止參與除下口罩的活動。

至於“疫苗通行證”安排，適用於
12歲或以上的訪校人士，至於家長陪子
女接種疫苗、參加入學面試及校際比賽
就有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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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
下周四起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餐廳晚市、
健身中心、戲院、美容院、主題樂園和宗教處所
等可再現人流。康體業界建議，若健身中心重開
兩周無爆發，特區政府可放寬上限人數至12人一
組。部分行業對重開力度感到失望，又認為檢測
要求會增加經營及行政壓力。

健身中心下周四獲解禁，香港康樂體育專業
人員總會會長李粵閩15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業界勉強接受最多4人一組、場地容量最多五成
的安排。他解釋，業界已停業多時，不少從業員

未能受惠於“防疫抗疫基金”或臨時失業支援計
劃，認為“有工開好過無工開”。

李粵閩強調，健身中心有做足深層清潔消
毒，室內換氣量亦足夠，倘重開兩周沒有爆發，
希望特區政府可將4人一組的限制放寬至12人一
組。

戲院同樣可於首階段重開，惟香港電影工作
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15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對
入座率上限為五成感到失望。至於按顧客接種疫
苗情況作場內的飲食安排，他亦認為執行上有困
難，包括需要額外人手檢查針卡，預料有關安排

的吸引力不會太大。他又提到，部分院線正部署
預售，但由於重開時已過了復活節的“黃金檔
期”，有賀歲片將改為在暑假上映。

食肆下周四起則可恢復晚市堂食至晚上10
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汶緯15日在電台節
目上表示，餐飲處所員工要每3日進行一次快速抗
原檢測，相關開支由經營者負責，預料小型食肆
每月需過千元額外成本，大型食肆或涉及每月兩
三萬元的開支。有關要求會帶來行政壓力，例如
部分兼職員工不是每天上班，要小心留意如何達
至3日一檢的要求。

康體業倡重開兩周無爆發放寬上限人數

聶德權15日表示，特區政府下周二開放網上登
記平台（www.covidvaccine.gov.hk/hv/）及

設立查詢電話熱線5688 5234，將上門接種疫苗服
務涵蓋全港十八區。

首針28天後再上門打第二劑
“疫苗到戶接種服務”會在開放網上登記一

星期後即本月26日起，以分區形式推展服務，為
期八周，每周會針對約四至五區進行上門疫苗接
種服務，並以四周為一個循環，確保所有合乎服
務對象資格的市民可適時獲得服務。“疫苗到戶
接種服務”為合資格的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28天
後，會再為他們安排上門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

聶德權表示，為讓更多長者打針，會採取
“針搵人”策略，主動聯絡目標服務群組。其
中，社署已整理近20萬名領取相關社會保障津貼
而未接種的長者資料，會於下星期向他們郵寄宣
傳單張，亦已委託電話熱線中心逐一致電聯絡，
協助有需要的市民登記服務。

衞生署轄下18間長者健康中心的護士及專職
醫療人員，亦會致電約28,200名仍未接種第一劑
疫苗的會員，鼓勵他們接種疫苗，同時消除他們
對疫苗接種的誤解和猶豫。中心亦會向已接種三
劑新冠疫苗的會員發出短訊，通知最新的專家建
議，即接種第三劑疫苗滿三個月後，可接種第四
劑新冠疫苗，以加強保護。

“護訊鈴”助未打針長者安排接種
香港醫管局的“護訊鈴”也會主動接觸未注

射疫苗的普通科門診長者病人，解釋接種疫苗的
重要性，並按長者需要安排前往普通科門診診所
或其他接種點接種疫苗。政府亦會繼續在四五月
內執行“圍封強檢”行動時，收集相關樓宇內合
資格的長者或行動不便人士的登記資料，再安排
醫護人員團隊在稍後時間接種。

聶德權表示，自上月30日開始在“圍封強
檢”的樓宇以試點形式提供到戶接種服務，截至
本月14日已為13座樓宇合共50名人士完成上門接

種疫苗，包括42名介乎70歲至98歲的長者。他表
示，撇除已跟進的個案，特區政府亦收集約100個
服務登記，社聯及香港醫學組織聯會亦有轉介約
9,000個未完成接種的個案給政府處理。

第二階段院舍外展接種已於15日完成，特區
政府將隨即開展下一階段的院友疫苗接種安排。
聶德權指出，經過多方努力，目前院舍第一劑接
種率已由上月中的55%升至14日的70%。由於不
少院友上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其後康復，特區政

府將於下一階段即下月10日或之前，為全港院舍
內曾確診並已康復但未曾接種疫苗，或已接種第
一劑或第二劑並到期接種下一劑疫苗的院友，提
供外展疫苗接種服務，以達至“疫苗全覆蓋”。
有關院友或其家屬反對的問題上，聶德權表

示，最新掌握的情況為約6%是院友家人反對，另
有3%是院友本身反對，醫護團隊會繼續積極主動
聯絡院友及其家人，再進一步向他們講解，期望
令他們同意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 ) 香港的新冠
肺炎疫情雖持續回落至三位數字，但15日再多67
人死亡，其中兩人較為年輕但本身有病患，而第
五波疫情至今累計死亡人數已達8,856人，病死
率亦升至0.748%。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5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新增的946宗確診個案當
中，471宗經核酸檢測確診，快速檢測陽性呈報
有475宗，而11宗屬輸入病例，其中4人14日乘
搭卡塔爾航空QR818班機從多哈抵港，令該航班
觸發熔斷機制，16日起至下周五被禁止從多哈抵
港。連同15日公布的患者，第五波疫情累計染疫

人數已達118.36萬人。
15日再多67宗死亡呈報個案，其中36人於

過去一日離世，年齡介乎59歲至97歲，27名離
世患者未有接種疫苗，而12人則來自院舍。另外
31宗則屬滯後呈布，死者年齡介乎62歲至103
歲。第五波疫情累計死亡人數有8,856人，病死
率為0.748%。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表示，過去
一日離世的最年輕59歲女死者，本身患有“高
安氏動脈症”，即動脈炎症引起阻塞，並曾經
中風。她未有接種疫苗，上周三進行胸腔電腦
掃描時發現不尋常，懷疑患肺癌，獲安排入住

東區醫院內科病房，入院篩查時發現確診，病
毒Ct值15，即病毒量高。

院方為患者處方抗病毒藥並進行緊急電
療，其後轉往腫瘤科，情況轉差，延至14日上
午離世，由於其病情很快惡化，未能進一步檢
查，難判斷肺炎純粹是由吞嚥問題引起，還是
新冠病毒引致。

另一名滯後公布的較年輕死者為62歲的院
舍院友，已接種一劑疫苗，但本身有高血壓、
腦退化及中風，上月初染疫，同月25日早上因
氣促到仁濟醫院求醫，檢查發現左肺積水、白
血球水平高，情況轉差，延至當晚死亡。

◆由闞飆（左三）率領的內地疫情防控專家
組與環境保護署及渠務署就污水監測計劃進
行技術交流及經驗分享會議。

◆聶德權宣布，“疫苗到戶接種服務”下周二起接受市民登記。圖為公務員事務局早前設立的“疫苗到
戶接種服務”諮詢站。 資料圖片

疫情回落三位數 昨日新增946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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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好友們歡聚為洪良冰慶生休市好友們歡聚為洪良冰慶生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報導報導

壽星洪良冰在大夥的祝福壽星洪良冰在大夥的祝福
下下，，開心切生日蛋糕開心切生日蛋糕。。

大夥合影於生日蛋糕前大夥合影於生日蛋糕前（（前排左起前排左起））王慧娟王慧娟
、、陳柏宇陳柏宇、、洪良冰洪良冰、、王秀姿王秀姿、、李兆琳李兆琳。（。（後後
排左起排左起））蕭瑛瑱蕭瑛瑱、、宓麥蘭宓麥蘭、、張瓊文張瓊文、、黃愛薇黃愛薇

、、陳捷驍陳捷驍、、黃泰生黃泰生。。

大夥歡聚於美麗大湖前大夥歡聚於美麗大湖前。（。（左起左起））張瓊文張瓊文、、李李
兆琳兆琳、、洪良冰洪良冰、、陳柏宇陳柏宇、、陳捷驍陳捷驍、、王秀姿王秀姿、、黃黃

泰生泰生、、宓麥蘭宓麥蘭。。

好友們在屋後庭園美麗的大湖前合影好友們在屋後庭園美麗的大湖前合影。。
（（左起左起 ））張瓊文張瓊文、、洪良冰洪良冰、、陳捷驍陳捷驍、、王王

秀姿秀姿、、黃泰生黃泰生、、李兆琳李兆琳、、宓麥蘭宓麥蘭。。

洪良冰洪良冰（（右立者右立者））在陳捷驍在陳捷驍（（左立者左立者））的安的安
排下排下，，準備切生日蛋糕準備切生日蛋糕。。

出席的好友們出席的好友們：（：（前排左起前排左起））蕭瑛瑱蕭瑛瑱、、陳捷驍陳捷驍、、李兆琳李兆琳、、洪良冰洪良冰、、王秀姿王秀姿、、王慧娟王慧娟
、、秦鴻鈞秦鴻鈞。（。（後排左起後排左起））張瓊文張瓊文、、黃愛薇黃愛薇、、宓麥蘭宓麥蘭、、黃泰生黃泰生。。

出席好友們合影出席好友們合影：（：（前排左起前排左起））王慧娟王慧娟、、陳柏宇陳柏宇（（洪良洪良
冰夫婿冰夫婿）、）、洪良冰洪良冰、、王秀姿王秀姿、、李兆琳李兆琳。（。（後排左起後排左起））蕭蕭
瑛瑱瑛瑱、、宓麥蘭宓麥蘭、、張瓊文張瓊文、、黃愛薇黃愛薇、、陳捷驍陳捷驍、、黃泰生黃泰生。。

洪良冰洪良冰（（中中 ））攝於陳捷驍攝於陳捷驍（（左左））的宅邸前的宅邸前。。
（（右右 ））為黃愛薇為黃愛薇。。

洪良冰的好友們齊聚陳捷驍的宅邸洪良冰的好友們齊聚陳捷驍的宅邸，，享用陳捷驍為洪良冰慶生準備的精美素席享用陳捷驍為洪良冰慶生準備的精美素席。。

洪良冰的好友們齊聚陳捷驍的宅邸洪良冰的好友們齊聚陳捷驍的宅邸，，享用陳捷享用陳捷
驍為洪良冰慶生準備的精美素席驍為洪良冰慶生準備的精美素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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