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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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天在推特發文表示，印尼總
統佐科威已經邀請他參加今年11月在印尼舉辦的20國集團（G20
）峰會，俄羅斯方面也指出，俄國總統蒲亭計畫參加這場峰會。

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推特發文說： 「跟佐科威
（Joko Widodo）總統進行對話…感謝邀請我參加G20峰會。」 印
尼目前是G20輪值主席國。

澤倫斯基沒有證實他是否會接受邀請參加11月在印尼峇里島
（Bali）舉行的G20峰會。俄羅斯方面已經指出，俄國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計畫參加峰會。

印尼總統府和國務秘書處辦公室沒有立即回覆路透社對於前述
消息的詢問。

烏克蘭不是G20成員國，但過往有G20主席國邀請其他國家
與會。烏克蘭財政部長就於上週參加在美國華府舉行的G20財政官
員會議。

澤倫斯基獲邀參加G20峰會 或與蒲亭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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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xas Economic
Roundtable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many 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will hold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with a
luncheon tomorrow at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The Texas
Economic Roundtable

plans to bring a new and
energizing vitality into the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economy of Texas.

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will
be our keynote speaker
and former Missouri City
councilman Danny
Nguyen will host the
meeting. We have invited
many local politicians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 join
at this roundtable.

Judge Eckels is
recognized as a national
leader in issues of
transportation, public
finance, crisis
management, disaster

preparation, homeland
security,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He served six
terms in the 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before
being elected county
judge of Harris County.

We have known Judge
Eckels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s an old
friend, he has come back
to our community and will
try to help all of us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exas as well
as in the nation.

We are so very proud to
sponsor this economic
roundtable to promote
Texas.

To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moving to
Texas every month. Tesla
has just announced the
recent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door
auto assembly plant in
Austin, Texas. Google
and Samsung also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ir base in Texas while
the natural gas and oil
business are also
booming.

We are here to provide all
the information to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come
to Texas.

0404//2727//20222022

We Are Hosting TheWe Are Hosting The
““Texas Economic RoundtableTexas Economic Roundtable””

由美南新聞及各族裔商會共同舉
辦的德州経濟圓桌會議明天中午將在
美南坯球劇坊舉行第一次的系列活動
，將為推動德州経濟活動帶來一股活
力。

我們相識數十年的好友前赫裏斯
郡郡長艾克斯將是我們首位出席的主
演人，並由前.密蘇裏市市議員戴納
斯主持，將有許多政商各界領袖出席
。

早在美南新聞草創時期，艾克斯
郡長當時是代表休斯敦西南區當選為
州議會議員，後來當選為赫裏斯郡郡
長後，連任十多年，其任內曾經完
成環市八號公路，並逢紐奧良大風災
，數十萬災民被安置在太空休育館及

周邊學校，都是他在掌握全局，危
機處理，任內因功蹟顯著，被小布
希總統任命為國家治安顧問。

多少年後，他重返民間，做為
律師也參予商業活動，此間他慨慷承
諾，再為德州経濟繁榮貢獻心力。

德州経濟在全國物價高漲及通物
膨脹之大壓力下，依然一枝獨秀，
各方投資大量湧入，我們主辦的圓桌
會議定能提供一些最快最新的資訊。

特斯拉宣布最近在德州奧斯丁建
成了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室內電車裝配
廠，谷歌、三星也不斷在德州擴大
基地，石油天然氣開採又再次輝煌，
每週有數萬人遷移德州，可說是情勢
一片大好。

我們在推我們在推動動““德州經濟圓桌會議德州經濟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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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攻打烏克蘭已整整超過兩
個月了, 兩國談談打打, 打打談談, 雙方時
而虛與委蛇, 時而聲張勢厲, 使一場原本實
力根本不對稱的戰爭迄今依然未結束，從
戰爭的勝敗角度看來, 俄羅斯實則已輸掉了
戰役, 而烏克蘭之所以能支撐到現在,立於
不敗之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有一位抗
俄意志堅強無比的總統澤倫斯基, 如果沒
有他堅定的抗俄鬥志, 烏克蘭早就垮台而成
為普汀的禁錮, 所以我們必須要對他敬畏三
分許多人說, 澤倫斯基是一位演員背景出身
, 他當初因在戲劇裡飾演總統,後來幸運的
當上總統, 所以他並不能真正擔當總統的重
責大任, 他現在的言行十足像是在”演總統
”, 而不是真正的在”做總統” 。

對於這樣的認知和觀點, 我非常不以為
然, 這是對澤倫斯基非常不公正,也不公道
的評斷, 許多人不能將心比心, 設身處地的
去為澤倫斯基想想, 他現在是處在什麼樣的
境地, 在面臨國破家亡的險惡環境中, 他還
有心情演戲嗎? 毫無疑問的是,澤倫斯基是
烏克蘭不敗之主因, 不過如沒有歐美國家支

持與資助他, 這場戰爭早就結束了, 所以澤
倫斯基迫切的需要我們伸出援手, 我們必須
幫助他，讓烏克蘭贏得勝利, 讓普京失敗而
收手。

現在俄羅斯因為無法強佔基輔，所以
把戰鬥力轉向烏東工業區頓巴斯，一波又
一波血腥的進攻和恐怖屠殺已讓俄軍的殘
暴無情留深刻烙印在世人心中, 普丁已經把
俄軍在頓巴斯勝利的日子訂在5月9日, 那
是俄羅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擊敗納粹德國
的神聖紀念日, 也是在所有俄羅斯節日中最
受俄人尊敬的節日, 普丁顯然想利用這一天
做為他攻打烏克蘭的勝利紀念日, 以讓他在
克里姆林宮耀武揚威的慶祝, 並在紅場舉行
盛大閱兵式，以展現他的軍力, 所以我們不
應讓他得逞！

現在烏克蘭人已表明了他們將不惜一
切代價保衛自己的國家,美國和北約也誓言
將與烏克蘭站在一起,我們要讓俄羅斯知道,
這個世界是容納不下窮兵黷武的國家, 以武
力進犯其他國家是不公道也不可接受的 ,
而且最後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今
天表示，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可能遭到暫
停成員資格，因此莫斯科在會員國投票表
決前自行宣布退出這個組織。

UNWTO在推特發文稱， 「俄羅斯宣
布有意退出UNWTO」 ，因此暫停俄方成
員國資格， 「即刻生效」 。

世界觀光組織早在3月就宣布，由於
俄軍侵略烏克蘭，希望暫停俄羅斯的成員
國資格。

上述決定須於今天在馬德里登場的2
天特別大會上，得到159個成員國中2/3的
同意，方可正式生效。

世界觀光組織表示，儘管俄羅斯在投
票前宣布退出，以讓成員國表達意見，但
投票仍照原計畫進行。

UNWTO指出，這是該組織第一次為

暫停成員國資格而召開會議。
世界觀光組織秘書長波洛利卡希維里

（Zurab Pololikashvili）透過推文稱： 「我
們的目標很明確：促進以和平為目的的觀
光業，以及尊重人權普世價值。只有遵守
上述原則的成員才能加入UNWTO。」

波洛利卡希維里曾任喬治亞經濟發展
部長，該國2008年曾遭俄國入侵。

UNWTO成立於1975年，是一個促進
觀光旅遊產業和國際貿易的政府間機構，
總部設在西班牙馬德里。

擁有近150名員工的UNWTO警告，
受到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
流行衝擊，全球旅遊業的復甦速度本就不
平均，如今又爆發烏俄衝突，復甦腳步恐
進一步遭到拖累。

恐遭暫停會員資格 俄羅斯宣布退出世界觀光組織

德國剛剛同意向烏克蘭提供封存多年的獵豹式防
空戰車(Flakpanzer Gepard)，是德國最明顯的重型武
器軍事援助。然而再次出現波折，由於該型戰車的防
空砲是瑞士提供，因此出口烏克蘭也需瑞士同意，但
是瑞士當局已阻止轉讓，明確表示不會提供獵豹防空
戰所需的35公釐砲彈。

動力-戰區(The Drive-The Warzone)報導，德國
國防部長克里斯蒂娜•蘭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
brecht)在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Ramstein Air Base)，
與其他40個國家代表會議上，提出獵豹式防空戰車
的承諾，這是德國政府支援烏克蘭政策的重大轉變。

獵豹戰車的車體是豹1式戰車的底盤，安裝2具
瑞士奧勒崗(Oerlikon)的35快砲，雖然封存多年，但

是一般認為它在對抗無人機、武裝直升機，以及低空
戰機仍然極有效果。

然而，瑞士政府卻旋即宣布，將要依據原始出口
協議的條款，不同意從德國向烏克蘭轉讓35公釐彈
藥。

目前尚不清楚瑞士的反對，對於獵豹防空戰車軍
援計劃會造成多大程度的阻攔，由於35公釐砲彈並
非只有瑞士奧勒岡原廠在生產，要是由其他彈藥廠家
供應，是否違反原始出口協議尚不得知。

瑞士對德國軍援計劃的反對，顯然是基於瑞士的
中立外交政策。然而先前柏林政府也是基於類似的考
量，而不願提供烏克蘭重型軍事武器，這多少有些諷
刺意味。

德國軍援烏克蘭防空戰車再生變數 瑞士拒絕提供砲彈

俄羅斯今天以沒使用俄國貨幣盧布付費為由，中斷供應天然
氣給保加利亞和波蘭，遭這兩個歐洲聯盟（EU）成員國批評是
在 「勒索」 。希臘則承諾會協助鄰國保加利亞。

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2月24日發動侵略烏克蘭
後，俄國遭到西方大規模制裁，盧布也一度貶值至空前低點。而

由於歐洲天然氣需求
約1/3仰賴俄國供應
，蒲亭為了反擊西方
制裁，能源成為他手
中最有力籌碼。
蒲亭3月底表示他

已簽署命令，4月1
日起外國購買俄國天
然氣須以俄國貨幣盧
布支付，否則合約將

中止；買家說這麼做違反了要求以歐元付款的合約；烏克蘭則指
控俄國用能源勒索歐洲，試圖分化烏克蘭的盟友。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今天表示，已完全中斷
供應天然氣給波蘭，以及高度仰賴俄氣的保加利亞，因為沒收到

這兩個歐盟成員國的盧布付款。
保加利亞總理佩特科夫（Kiril Petkov）形容俄羅斯天然氣工

業公司此舉 「令人無法接受」 ， 「嚴重違反合約且等同勒索…我
們不會屈服於這種敲詐行徑」 。

佩特科夫還說，保加利亞將全面檢討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
司的合約，包括過境保加利亞的輸送合約；他也向國民保證，政
府 「無論如何」 不會對消費者減少天然氣供應。

他在政府例會前告訴記者： 「保加利亞政府已為這種情況做
了準備。能源部有明確的輸送計畫，包括已準備好一套替代來源
計畫。」

佩特科夫今天與鄰國希臘的總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通電話。米佐塔基斯辦公室透過聲明表示： 「總理
說，希臘會幫忙保加利亞因應俄國能源決策所引發的新形勢。」
但未進一步說明。

波蘭保加利亞遭斷天然氣批俄勒索希臘將伸援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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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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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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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駕駛證管理局重視停牌處罰
上門探訪被停牌者

綜合報導 作為壹項試驗，荷蘭中央

駕駛執照管理局（CBR）的工作人員將親

自拜訪駕駛執照被宣布無效的人，希望這

將確保更多的人可以盡快重新獲得其心愛

的粉紅色駕駛執照，免於進壹步受罰。

今天早上，荷蘭中央交通監管機構

RDW（Rijks 誒 ienst voor het Wegverkeer

）的數據顯示，成千上萬的人在駕駛執照

被吊銷的情況下繼續上路。這些人士，或

者因為醉駕被沒收執照，或者因為癡呆癥

而無法安全駕駛汽車失去駕照。在被宣布

無效的 10000 個駕駛執照中，約有 40%

沒有交還。

據 CBR 總經理佩赫托德，（Alexan

誒er Pechtol誒）說，這是壹個很頑固的群

體，仍然在沒有有效駕駛執照的情況下上

路，並經常聲稱不知道他們不再被允許開

車。

佩赫托德說：“我們先寄壹封信，然

後再寄去壹封掛號信。但是，先前壹些律

師向其客護稱，‘就說妳從未收到那封

信’。這的確仍然是法律上的空白，我們

現在要做的試驗，就是讓是壹位官員登門

，交出最後的壹封信，通知這些人必須自

己歸還那個駕駛的通行證。”

信中的文字也變得更加清晰，表明第

壹封信已經通過掛號信寄出。

荷蘭基礎設施部長

哈伯斯在第二議院討論

道路安全問題時表示，

試驗將於秋季開始。

壹些政黨正在推動

對沒有有效駕駛執照的

司機采取更多行動。

基民盟CDA 不僅希

望這些人在開車被發

現而受到懲罰，而且

還希望更早地受到懲

罰：如果他們不交出

駕駛執照，必須馬上

結束他們駕駛的資格

。該黨國會議員哈裏

範德莫倫說：“沒有駕駛能力者，不屬於

我們的公路。”

根據荷蘭司法部長葉西爾戈茲的說法

，沒有有效的駕照就不能隨便開車。警方

對此類司機要進行有針對性的檢查，包括

使用可以記錄車牌的攝像頭。如果該車牌

是持有無效駕駛執照的人的名字，則可以

命令汽車停下來接受檢查。

使用無效駕駛執照駕駛的最高刑期提

高至壹年監禁，或罰款 9000 歐元。

葉西爾戈茲說，不交出失效的駕照會

受到懲罰，任何明知故犯者都會面臨罰款

的風險。但部長認為，最終還是會有人上

路，甚至即使他們已經交出了駕駛執照。

工 黨 議 員 德 胡 普 （Habtamu 誒 e

Hoop）希望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不交出被

吊銷的駕駛執照。他估計他們非常依賴汽

車，例如需要工作。

他想調查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可能性，

這洋，他們就不會在必須交回駕駛執照的

情況下開車上路了。

不過，他說，如果有人拒絕在違例的

情況下交出駕駛執照，仍然是“不雅的和

糟糕的”。

加拿大對已充分接種疫苗的入境客
取消隔離要求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從 4 月 25 日起進壹步放寬入境防疫措

施。所有已全劑量接種新冠疫苗的旅客屆時不再需要在入境時提交

隔離計劃。

根據加官方22日公布的計劃，由已全劑量接種疫苗的父母、監護人

等陪同的5歲至11歲孩童，以及對疫苗有醫療禁忌的旅客，也不用再提

交隔離計劃。

未接種或未全劑量接種疫苗的5歲至11歲孩童，在已完成全劑量疫

苗接種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陪同下，不再需要進行抵達加拿大之前的病

毒檢測。5歲以下幼童則無需提供病毒檢測結果。

此外，已全劑量接種疫苗的旅客在入境後14天內，不再被強制要求

於公共場所佩戴口罩；即使出現癥狀也無需再報告；若有同行旅客確診

感染，也不用進行隔離。

不過，除上述人士外，其他未接種或未全劑量接種疫苗的

入境旅客，仍須隔離 14 天，並在抵加時和入境第 8天接受病毒分

子檢測。

另壹方面，鑒於第六波疫情尚未受控，加拿大人口第壹大省、也是

累計報告病例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抉定，將原定於4月27日實施的全面

取消強制佩戴口罩令暫且推遲至6月11日。

安大略省政府在3月下旬取消了學校和大部分公共場所的強制佩戴

口罩令，並原計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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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表示，目前加拿大多地的廢水檢測病毒數

值仍然較高；最近7天實驗室檢測陽性率依然高達18%。她也表示，盡

管多個地區的疫情令人擔憂，但住院率似乎仍在可控範圍內，重癥監護

率趨於較低水平。

加拿大於4月 23日起進入其全國免疫宣傳周。譚詠詩表示，對

於抵抗新冠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而言，疫苗接種的重要性顯而

易見。

希蠟材政赤字率居歐元區第二

綜合報導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希蠟是過去幾年歐元區材政赤字

率最高的國家之壹。但據希蠟《中希時報》微信公眾號“希中網”

消息，近日發布的材政監測報告顯示，國際貨蔽基金組織(IMF)預計

，2022年希蠟的材政赤字率將大幅下降，並有望在2023年恢復基本

盈余。

據報道，國際貨蔽基金組織估計，2021年希蠟的基本預算赤字

率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9%，在歐元區位居第二，僅次於馬耳他

(8%)，但遠低於2020年公布的7.9%的基本赤字。歐元區平均赤字率

為4.2%。

國際貨蔽基金組織還預計，希蠟將在2022年將其基本赤字率控制在

GDP的1.9%，這與希蠟政府作出的預測相符。同時，希蠟有望在明年恢

復到1.1%的材政盈余。根據材政監測機構的預測數據，希蠟的材政盈余

將在2024年、2025年、2026年和2027年分別達到1.5%、1.8%、1.9%和

2%。

不過，希蠟的國債占GDP的比例依然是歐元區最高的。2021年希蠟

國債占GDP的198.9%，但這壹數字低於2020年的211.9%，預計今年將降

至185.4%。

太陽大耀斑爆發 2025年前後達到活動高峰
綜合報導 從中國科學院空

間環境預報中心獲悉，由於正

處於太陽活動的上升階段，太

陽黑子日益增多，日面上近日

出現了幾個結構復雜的大黑子

群，導致幾乎每天都有M級耀

斑爆發，偶爾也產生了X級以上

的耀斑，4月20日爆發的X級耀

斑強度級別就達到X2.2級。

強的太陽爆發會向空間拋

射大量的能量和物質，通常以

電磁輻射、高能帶電粒子流和

等離子體雲的形式表現出來，

可能對地球產生“三輪攻擊”

。專家介紹，4月20日爆發的

X2.2級大耀斑持續17分鐘，屬

於壹個比較正常的時間。耀斑

發生在北京時間4月20日12點

前後，我國處於向陽側，在8

分鐘後，急居增強的電磁輻射

到達中國地區，引起了中國區

域電離層的突然騷擾，幹擾了

無線信號的傳播，導致短波無

線電信號衰減。

由於地球電離層對太陽軟X

射線輻射強度變化反應敏感，

所以，國際上按照軟X射線峰

值流量的量級將X射線耀斑分

成五級，分別為A、B、C、M

和X，所釋放能量依次10倍增

大。壹般來講，C級以下的耀

斑均為小耀斑，M級耀斑為中

等耀斑，X級耀斑則為大耀斑

。X2.2級表示耀斑軟X射線峰

值流量為2.2×10-4瓦鱷平方米

，在1秒內能釋放出1025焦耳

的巨大能量，本次耀斑爆發釋

放的能量大約相當於幾十億顆

巨型氫彈同時爆炸，由此可見

耀斑的威力之大。但是，由於

耀斑爆發在日面西邊緣，位置

太偏了，所以伴隨的高能粒子

和日冕物質拋射，並不朝向地

球，不會給地球帶來進壹步的

影響。

據了解，太陽活動具有11

年左右的周期性，目前正處於

第25太陽活動周。根據太陽黑

子的監測和國內外專家預測，

本活動周峰值將出現在2025年

前後，現在太陽活動整體上還

沒有進入高年。在2-3年後，才

會達到峰值，太陽爆發將更加

頻繁和強烈。

局勢有變？英國接受盧布結算
歐盟改變立場，德前總理表態

綜合報導 俄烏戰爭已經持續2月已

久,戰爭依舊看不到盡頭，但作為美國最

強盟友的英國態度卻變了。

英國材政部日前壹份文件顯示，英

國政府已經發放了付款許可證，允許英

國個人和公司在五月底前用盧布結算和

支付天然氣款項。

在英國表態之前，歐洲各國對俄發

出的“盧布結算令”均表現出了強烈抵

制，甚至有壹些國家表示要切斷對俄天

然氣的需求。其中德國副總理哈貝克還

號召民眾轉變生活方式，盡可能節約能

源，降低對俄天然氣的依賴，不過德國

民眾顯然對他的這壹說辭表示拒絕。

巧合的是，就在英國轉變態度的當

天，歐盟也發布文件表示，歐盟國家在

不違反制裁和規定的同時可以使用盧布

向俄邏斯支付天然氣費用。對此，英媒

表示，這意味著歐盟在對俄油氣制裁方

面的立場也有所轉變。

俄邏斯天然氣等資源對於歐洲來說

壹向十分重要，整個歐洲幾乎都需要靠

進口能源來維持供給，對於歐洲各國來

說，加碼制裁俄邏斯能源壹事等於自斷

手腳。

據悉，歐洲除了把進口的天然氣

用作取暖燃料，更多的還會用於工業

發電，壹旦俄能源供給出問題，歐洲

各國多地工廠將會進入停擺狀態，到

時候就不得不高價向美國求購天然氣

等能源。

4月23日，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韋傑夫公開稱：“沒有俄邏斯的天

然氣，歐洲連幾周都撐不過去。”

同日，俄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稱，

“英國最終肯用盧布結算天然氣費用完

全是出於現實主義，畢竟英國十分需要

俄天然氣。不過得提醒英國，他們仍需

要在規定期限內，完成對俄天然氣的盧

布結算”。

俄兩位官員的發言無疑是對英國和

歐盟關於“盧布結算令”的壹種回應，

言語之間充滿了嘲諷的意味。作為能源

大國的俄邏斯自然是十分有底氣的，相

比之下，那些為解抉能源危機的歐洲國

家會更加緊張。

4月 23日，德國前總理哈德· 施邏

德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采訪時表

示，從長期來看，無論是從政治還是

經濟方面來看，都無法脫離俄邏斯這洋

的國家。

哈德還說，德國工業需要俄邏斯擁

有的原材料，石油和天然氣，還有稀土

元素。他強調，這些材料不是能被間單

替換掉的。

事實上歐洲國家也清楚，無論美國

的儲備再多、手段再強硬，也不及地大

物博能源豐富的俄邏斯給他們的實惠。

畢竟歐洲國家想要發展國家軍事力量和

科技，美國也不會無償幫忙，甚至會高

價售賣能源等。

看來，美國敦促歐洲國家對俄實施

制裁壹事已經有了松動。歐洲政客會在

追逐美國的同時漸漸地清醒過來，對俄

制裁只能使得自己國家經濟衰退。為了

實現美國“霸權”思想，耽誤歐洲各國

民生經濟絕對不劃算，最後歐洲國家非

但沒有壓倒俄邏斯，反倒是給自己落井

下石。

現如今戰爭引發的全球連瑣反應已

讓歐洲民眾叫苦不疊，制裁導致的壹系

列問題也凸顯出來，物價飆升、能源危

機、通貨膨脹、經濟低迷等問題愈發令

歐洲民眾感到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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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今
天指出，美國和盟邦每月將開會一次，以研議
烏克蘭對抗俄羅斯軍隊侵略下的國防需求。

法新社報導，奧斯汀在武器峰會首次會議
後表示： 「今天的聚會將成為對烏克蘭自我防
衛的聯絡小組（Contact Group）月會。」

他還說： 「聯絡小組將成為友好各國的工
具，用來強化我們的努力、協調我們的援助，
並專注贏得今日的戰鬥和未來的各項困難。」

有 40 國參與今天在德國西南部蘭斯坦
（Ramstein）美國空軍基地的武器峰會，包括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員國，以及以
色列、日本和澳洲等國。

奧斯汀在會談開始時指出，華府將 「竭盡
全力」 協助烏克蘭戰勝俄羅斯軍事入侵。

德國國防部長蘭布雷特（Christine Lam-
brecht）也宣布，柏林已同意提供德軍二手的

獵豹（Gepard）防空戰車給烏克蘭。
奧斯汀對德國供應50具防空系統的 「重要

決定」 大加讚許，還說加拿大也將提供8輛裝
甲車。

他表示： 「這是重大進展，每一天都看到
更多這種情形發生。」

「我們沒有時間浪費。我們必須以戰爭的
速度因應。」

奧斯汀也重申，美國希望俄羅斯的軍事力
量被削弱，以避免莫斯科當局威脅鄰國。

他指出，莫斯科已失去 「大量裝備」 ，還
說盟邦對俄羅斯施加制裁，代表著俄國一旦失
去某些能力，就很難以補足。

奧斯汀表示： 「我們想再次確認，他們在
這場衝突開始之初欺凌鄰國的能力不復存在。
」

美國和盟國每月聚會 研議軍援烏克蘭抗俄侵略

全球首屈一指社交媒體平台推特（Twitter
）25日宣布，已接受特斯拉（Tesla）執行長
馬斯克的收購提議，馬斯克將以每股54.2美元
，總計約440億美元收購推特。這樁世紀收購
案最終事成，世界首富與最具影響力社交媒體
將結合，預示著全球社群網路市場將迎來一場
地殼變動。

推特董事長泰勒（Bret Taylor）表示，該
公司董事會聚焦討論價值、確定性和資金籌措
等問題，對馬斯克的提議進行全面考量後，一
致同意出售。該交易仍需推特股東和美國證交
會（SEC）批准，預計在年底前完成交易，屆
時推特將下市，成為私人控股公司。

推特宣布收購協議後，股價收盤上漲
5.66％，每股51.70美元。推特於2013年11
月7日上市，發行價為每股26美元。

這筆交易談成，標誌著一場戲劇性求購終
於畫上句號。該公司許多高層和董事會成員起
初反對被馬斯克收購，推特員工、用戶和監管
機構也出現極度意見分歧。

如今，這將成為科技史上最重大的收購案
之一，並可能重塑數十億人使用社交媒體的方
式。

馬斯克在收購聲明中表示， 「言論自由為

民主運作的基石，而Twitter是一個數位廣場
，人們在此討論對人類未來至關重要的問題。
」 他並強調，自己會透過推出新功能改進產品
，透過使用 「開源演算法」 增加用戶信任，消
除垃圾郵件自動程序，對所有真人帳號進行認
證等，讓推特比以往更好。

馬斯克又推文說， 「Twitter具有巨大潛力
，我期待與公司和用戶合作來解鎖它。」 他還
說， 「我希望即便是對我最糟糕的批評者也能
留在Twitter。」

美國前總統川普是否 「回鍋」 推特，亦成
為關注焦點，但川普25日發布聲明表示，即
使帳號解禁，他也不會重返推特，會繼續留在
自己新成立的社群媒體 「TRUTH Social」 。

馬斯克預告推特未來會放寬審查門檻，納
入更多的聲音。不過，這與做好內容管理，使
之吸引廣告之間，始終很難求得平衡。推特逾
9成收入來自廣告，而廣告商最討厭自己的廣
告與低劣的網上言論被放在一起。

馬斯克聲言，他將把推特的營利模式推向
訂閱收費的方向，但這也是大型社交媒體尚未
試行的做法，因此有分析認為，馬斯克砸440
億美元買推特或許會大失所望。

440億收購Twitter 馬斯克：轉型訂閱收費

為對抗俄羅斯的軍事入侵，美國將大量標槍
（Javelin）反戰車飛彈和刺針（Stinger）肩射防
空飛彈等武器提供給烏克蘭，導致國內庫存量大
減，但相關廠商卻難以迅速提升產量；專家指出
，這已凸顯五角大廈官僚主義嚴重、不夠重視國
防工業基礎設施等問題。

《空軍雜誌》（Air Force Magazine）26日
報導，前五角大廈武獲與維持事務次長羅德
（Ellen M. Lord）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
上指出，根據公開資料，美國可能已將1/4的刺
針飛彈庫存提供給烏克蘭；前五角大廈後勤官員
、目前擔任專業服務理事會（Professional Ser-
vices Council）執行長的博圖（David Berteau）
更透露，在全力支援烏克蘭下，美軍部分物資的
庫存已於不到2個月內下降1/3，代表可能再過
約4個月就會完全耗盡。

雷神技術（Raytheon Technologies）執行

長海斯（Greg Hayes）則在電話會議上承認，雖
然該公司正努力為 「國際客戶」 生產刺針飛彈，
但由於美軍已有18年未採購該型武器，因此庫
存材料十分有限，有些零件甚至已停產，導致須
對武器的部分系統進行重新設計，產能可能要到
2023或2024年才會有明顯提升；聯邦參議員布
魯門塔（Richard Blumenthal）也透露，標槍飛
彈產能需要約1年的時間才有辦法拉到最高，且
要花32個月才能補足美軍庫存。

羅德指出，五角大廈未向工業界釋出 「希望
擁有大規模武器生產能力」 的明確訊息、更不願
出資維持產能，導致供應鏈在生產線長期停滯、
缺乏基礎設施和工具下 「斷裂」 ，強調若政府不
帶頭，企業界本就不會進行相關投資；羅德和博
圖也都批評五角大廈的 「繁文縟節」 ，不僅耗費
時間，更成為許多企業加入國防供應鏈的阻礙。

被烏克蘭 「榨乾」 歐戰凸顯美軍大問題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26日的最新研究顯示，
超過半數美國人體內檢測出新冠抗體，顯示他們先前曾經染疫過
，兒童曾染疫的比例更高，約每4人中就有3人驗出抗體。

綜合美聯社、美媒CNBC報導，美國CDC 26日公布最新研
究報告，研究人員分析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間超過20萬個
血液樣本，分析當中是否存有因感染新冠肺炎而誘發的抗體，結
果顯示自2021年12月Omicron在美國盛行以來，當年12月至
今年2月間，民眾體內驗出新冠抗體的比例大增。

整體、不分年齡來看，12月民
眾體內驗出自然新冠抗體的比例
佔 34%，至 2 月比例已升高至
58%。這份研究並未計入施打疫
苗所產生的抗體。
兒童與青少年染疫比例增加的幅

度更明顯，去年12月約佔45%，今年2月暴增至75%，相當於
每4人中就有3人曾經染疫過。

CDC官員克拉克（Kristie Clarke）表示， 「我本來就預期人
數會上升，但沒想到會上升這麼多。」

他說年齡愈大，曾經染疫的跡象就愈少，推測可能是因為長
者的疫苗覆蓋率較高，且較願意採取如戴口罩、避免群聚等其他
防疫措施。

這份研究顯示，疫苗覆蓋率最高的65歲以上民眾，驗出新

冠抗體的比例為33%，50至64歲族群約有50%，18至49歲族
群約有64%。截至4月，美國5至11歲兒童中僅28%完整接種
疫苗，12至17歲青少年僅59%完整接種，5歲以下幼童則尚未
開放施打。

CDC官員周二表示，這份研究並未評估曾經染疫過的民眾
，體內的抗體濃度是否高到足以保護他們避免再次染疫或變成重
症，不過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表示，由於
疫苗覆蓋及自然染疫，官員們相信全美各地仍有足夠的保護，她
強調施打疫苗仍是保護自己的最安全方法，鼓勵體內驗出新冠抗
體的民眾也去打疫苗， 「我們不知道保護力何時下降，我們對於
那方面的保護，所知的不如對疫苗提供的保護來的多。」

一份3月公開的研究顯示，自然染疫預防民眾因染上Omi-
cron亞型變異株BA.2而住院的保護力達73%，不過3劑輝瑞/
BNT疫苗預防住院的保護力達98%。

研究曝逾半數美國人得過新冠兒童染疫比例更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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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根在短視頻中科普宇宙相關知識。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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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院士短視頻雲開講
科普疫苗火星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火星上

到底有沒有生命？“星際穿越”能

不能實現？恐龍是怎麼滅絕的？近

期，如果你經常使用短視頻軟件，

可能會恰巧刷到院士們親自錄製的

視頻，回答前述這些大朋友、小朋

友都會十分好奇的科學問題。據了

解，10位院士已通過抖音平台科普

專業知識，並向大眾介紹自己學

習、科研心得。目前，“院士開課

啦”活動的播放量已超過9,000萬

次，被網友們譽為“秒殺”網絡

主播的最高端直播間。

4月中旬，抖音聯合中國青年報等
推出知識分享欄目“院士開課

啦”。“天問一號”首席科學家潘永
信、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蔡榮根
等10位院士向網友們科普專業知識。
這些專業領域中最權威的院士，在與網
友們的交流中，使用幽默風趣的語
言，深入淺出講述深奧的科學原理，
深受網友們的歡迎。

乙肝患者伴侶打疫苗免感染
疫情防控背景下，公眾尤其關注健康問

題。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感染性疾病臨床
醫學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介紹說，乙肝病毒
感染者可以結婚，伴侶打疫苗後幾乎不會被
感染；經過治療後，感染乙肝病毒的孕婦也
同樣能生下健康的寶寶，目前的醫療水平
下，健康概率接近100%。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已知火星
火星上到底有沒有生命？人能不能去火

星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員潘永信講解道，現在對火星的
探測主要是依靠人類探測器。其中，軌道探
測也叫環繞探測，是人造衛星放到火星軌道
上，在幾百公里的高度上觀測火星；巡視探
測則是在探測車上帶着一些相機、科學儀
器，降落在火星上。他還說，早在春秋戰國
時期，中國的古人就發現了“熒惑”，就是
火星。而人們對火星真正的、全面的認識則
是在有了望遠鏡之後。

不僅是科學知識，院士還向網友們展示
了科學家追求真理的精神。中科院院士、中
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蔡榮根是引力理論
和宇宙學這一基礎研究領域的專家。他說，
研究基礎科學也好，技術研發也好，都是非
常艱辛的，失敗遠遠要多於成功。常常10
個項目裏面有1個成功就很不錯了。真正從
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是辛苦
的，他已經把這樣生活模式作為習慣了，在
這樣的習慣當中享受生活。

1.7萬網友預約後續課程
高深的科學知識，成為短視頻平台上叫

好又叫座的產品。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發
現，院士們的課程不僅熱度相當高，點讚量
也很大，甚至吸粉能力也堪稱超強。在抖音
的“院士開講”賬號已有32.4萬粉絲，145.9
萬點讚。科學的魅力令網友們意猶未盡，不
斷催更院士們繼續開課，目前已有1.7萬名網
友預約院士後續的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軍事報道，航天員翟
志剛、王亞平、葉光富完成6個月的飛行任務
後，搭乘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返回艙已平安回到
地球。26日下午，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返回艙開

艙活動在北京舉行。神舟十三號返回艙開艙，飛
船搭載的物品和科學實驗樣品等等一併呈現，這
其中就包括了一份具有迄今為止人類在太空中拍
攝最高技術標準的影像資料。這些資料也將成為
紀實巨幕影片《飛越蒼穹》的素材，被搬上銀
屏。

在軌工作生活6個月，三名航天員當起攝影
師。浩瀚美妙的太空、空間站生活的點滴，神舟
十三號創造的一個個“首次”……他們用中央廣
播電視總台特別研發的8K超高清攝影機一一清
晰記錄。設備採用“8K、50幀、全畫幅”的技
術標準，這是迄今為止人類在太空中拍攝影像的
最高技術標準，充分體現總台“5G+4K/8K+
AI”戰略的創新引領地位。

飛船穿“防熱衣”抵禦兩千度高溫
在神舟十三號飛船返回艙上，燒蝕痕跡非常

明顯，這是它在返回過程中經歷的高溫考驗留下
的痕跡。返回艙返回時，與大氣層劇烈摩擦產生

2,000多度的高溫，這樣的高溫足以熔化地球上
大部分的物質，那麼飛船是怎麼抵禦高溫的？這
就要依靠飛船表面一種神奇的材料。

在神舟飛船返回艙的防熱大底上，可以明顯
看到蜂窩狀的防熱材料，這就是它的“防熱
衣”。在神舟飛船返回艙再入大氣層的過程中，
它會和大氣層摩擦產生2,000多度的高溫，就是
通過燃燒這種防熱材料來帶走熱量，從而保證航
天員的安全。

據報道，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
司搭載的紀念郵品，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五院
搭載的香港青少年繪畫作品等也順利出艙。神舟
十三號飛船返回艙還帶回了一些太空種子。此前
的航天任務就曾帶回過種子，在海南，我國已經
建立了太空作物的種植基地。截至目前，我國共
開展了30餘次植物種子、菌種、試管苗的搭載升
空，培育出近千個航天育種新品系、新品種。太空
茄子、太空辣椒、太空番茄……這些科研成果也早
已進入市場，走進了民眾生活中。

網友評論
芝士滿滿：端着小板凳來學習。

雨是故鄉的記憶：一份來自春天的高端網課！

東溪流水：希望多舉辦這樣的課程，正能量！

12345：馬上安排給我6歲女兒看，經常問我拿抖音看，就給她看一次。

不二：這才是拓寬認知邊界的好東西。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神十三返回艙開艙 太空影像將上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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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抖音等視頻平台
上，院士科普課格外火爆。
原本曲高和寡、晦澀難懂的
基礎科學知識，通過院士們
深入淺出的有趣講解，成為
普通公眾提升科學素養的渠

道。一位網友在視頻下打趣說，聽院士講課？
我不配！恰恰相反，正是通過短視頻等網絡平
台的普及，讓人人都“配”得上聆聽院士們對
科學的最深刻理解。

科學素養是公民科學精神的具體體現，影
響着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是國民素
質的重要體現。中國正在快速邁向科技強國，
相應地國人也必須提升科學素養。科技創新與
科學素養普及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科學
創新成果的應用，需要公民科學素養的支撐；
而只有當正確的科學素養在社會上佔據主流，

才能為鼓勵支持科學創新創造良好環境。
中國正不斷提升科普的重要性，而由院

士——這種“咖位”的科學家對公眾進行廣
泛科普，正是最佳方式。院士們在抖音的課
程中，用最簡單的話說出最複雜的科學原
理，用最易於傳播的方式告訴公眾最關注的
科學問題。當網絡平台上，有權威院士講述
的真正科學，自然會讓那些“偽科學”、
“假科學”無處遁形。

很多人對青少年沉迷短視頻平台憂心忡
忡，尤其是一些誤導性的低速內容，可能會
影響孩子們的健康成長。院士開課的熱播，
也給了人們另一種思路。如果中國的青少年
可以通過短視頻等網絡平台，輕鬆獲得院士
們親自講述的科普課，那麼他們從小就可以
建立起系統的科學觀念。院士的科普課，不
妨再多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王福生科普醫學王福生科普醫學
知識知識。。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潘永信科普火星知潘永信科普火星知
識識。。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26日下午，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返回艙開艙活
動在北京舉行。神舟十三號返回艙開艙，飛船搭
載的物品和科學實驗樣品等等一併呈現。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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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張帥 北

京報道）4月 22

日以來，北京市累計報告92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近期新增一起因婚宴引發的傳播鏈分支，目前已涉及4例

感染者，不排除未來引發進一步傳播的風險。堅持“動態

清零”總方針，在朝陽區已經開展核酸檢測基礎上，北京

將進一步擴大區域篩查範圍，從26日起至30日，對東

城、西城、海淀、豐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順義、昌

平、大興、經開區等11個區域人員開展三輪核酸檢測。結

果未出之前盡可能不走動，鼓勵遠程居家彈性辦公。

京11區周二至周六啟三輪核檢
累計92本土感染者 現婚宴傳播鏈涉4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
報道）中國多地出現奧密克戎（Omi-
cron）株疫情，輿論各界不斷呼籲加
快國產疫苗研發，提高應對變異株的
能力。中國主流新冠滅活疫苗生產企
業國藥集團中國生物以及科興26日分
別發布消息，其研製的奧密克戎株新
冠滅活疫苗都已獲得國家藥監局臨床
批件，獲准在中國進行臨床研究。4月
中旬，國藥中生和科興的奧密克戎株
疫苗已獲准在香港開展臨床研究。

國藥中生表示，根據中國國家藥
監局改良型新冠疫苗指導原則和研發
策略，已利用P3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
室，完成奧株毒種的篩選、傳代、擴
增，建立了三級毒種庫，完成了工藝
驗證、多批規模化產品的製備、質量
標準研究、動物體內安全性評價和免
疫原性研究，結果顯示奧株新冠滅活
疫苗可以針對奧株及多種變異株產生
高滴度中和抗體。

今年1月26日，國藥中生開始向
國家藥監局藥品審評中心（CDE）滾
動提交國內臨床申報資料，啟動技術
審評。

4月26日，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
品研究所奧株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獲得
國家藥監局頒發的臨床批件。中國生
物將採用隨機、雙盲、隊列研究的形
式，在已完成2或3劑新冠疫苗接種的
18歲及以上人群中進行序貫免疫臨床
研究，評價奧密克戎變異株新冠病毒
滅活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科興方面表示，國家藥監局已正
式批准其基於奧密克戎變異株研製的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進入臨床研究，用
以評價新冠病毒變異株疫苗在各類人
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去年12月，在獲取奧株樣本後，
科興積極推進奧株新冠疫苗的毒株、
細胞基質、工藝質量研究，已按GMP
要求建立疫苗生產用三級種子庫，並
在原型疫苗的基礎上，按照第二代改
良疫苗研發思路，確定了疫苗製備工
藝，多批產品經自檢與中檢院覆核檢
驗合格。動物模型研究結果顯示，科
興奧密克戎變異株滅活疫苗在試驗動
物中安全有效。

今年1月30日，科興開始向國家
藥監局藥審中心滾動提交申請臨床試
驗的預審評資料，於4月15日完成全
套註冊申報資料紙質版和電子版的提
交，正式向CDE申請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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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16時至26日16時，北京新增本
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2例，其中包

括6名學生在內共21例確診，另有1例無症
狀。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全國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專家組成員龐星火4月26日介紹，截至
目前，新增感染者均與早期感染者存在流行病
學關聯，傳播鏈條清晰。除此前發現的學校、
老年旅遊團、裝修工、家庭及因聚餐而引發的
傳播鏈分支外，近期新增一起因婚宴引發的傳
播鏈分支，已涉及4例感染者，不排除未來引
發進一步傳播的風險。

朝陽區本輪新增確診最多
北京朝陽區是此輪疫情新增確診最多的區

域。朝陽區副區長楊蓓蓓4月26日介紹，在核
酸檢測方面，朝陽區在一般區域採用“10混
1”的檢測方式，而在重點區域採用“5混1”
的檢測方式。共採樣3,776,033人，目前結果
已出，其中大範圍核酸一般區域“10混1”人
員樣本全部為陰性，重點區域“5混1”樣本
中僅有一管初篩陽性，所涉及的5人將重新採
樣。

向農批市場及超市派駐場員掌握情況
由於疫情在4月22日發現前已隱匿傳播了

1周，不少社區被劃定為封控區、管控區、臨時

管控區，由此也引發市民對生活必需品市場供
應情況的關注。

北京市商務局副局長趙衛東4月26日稱，
據監測，當日北京7家主要農產品批發市場蔬菜
上市量2.52萬噸，環比增長11%，其中新發地
批發市場上市量達到2.26萬噸，為同期歷史高
位。在價格上，除部分蔬菜受產地轉換斷茬、品
種逐步退市等原因出現上漲外，價格總體平穩。
針對近日市民需求旺盛的情況，北京有針對性地
採取措施，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一方面多
渠道組織貨源，確保批發端“進得來”，另一方
面零售端增加配送，確保賣場“補得快”。同
時，向主要農產品批發市場和大型連鎖超市派出
駐場員，隨時掌握貨源組織、交通和交易秩序等
現場情況，靠前協調，及時解決問題，目前主要
商超門店客流穩定，貨架充足。

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共有高風險地區2
個，共有中風險地區12個。為遏制疫情傳播
風險，北京決定在朝陽區已經開展核酸檢測基
礎上，進一步擴大區域篩查範圍，從26日起
至30日，對東城、西城、海淀等11個區的人
員開展三輪核酸檢測。同時並要求，市民需根
據所在地核酸檢測安排，主動配合、按時檢
測，結果未出之前，盡可能不走動。而各單
位、各企業可結合實際，適當下調到崗率，鼓
勵遠程、居家等彈性辦公。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在26日
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疾控中心副
主任孫曉冬表示，本輪上海疫情傳播速度快，截至4
月24日，累計感染者數量已超過50萬。不過，儘管疫
情仍在高位波動，但近期90%以上的新增陽性感染者
是在封閉管控期間或集中隔離期間被發現，本輪疫情
已出現下降趨勢。目前，上海已嚴格實行“非必要不
離滬”，採取各項措施從嚴從緊做好人員離滬管理，
堅決防止疫情外溢。

孫曉冬介紹，截至目前，上海市疾控中心病毒基因
測序結果顯示，導致本輪本土疫情的新冠病毒絕大部分
為奧密克戎 BA.2型和BA.2.2型，病毒傳播速度快，傳
播力強，隱匿性亦強。他指出，在本輪疫情的早期，疫
情是按照幾何級數的增長幅度在增加，且用時很短，截
至4月24日，累計感染者數已超過50萬。國內外研究則
表明，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傳播力要大於流感和此前的新
冠病毒的其他變異株：如果在沒有防護措施的情況下，
一個人平均可以傳播9.5個人。目前，在上海的一些人
口密度大、人員容易密集的勞動作業場所所發生的聚集
性疫情中，就呈現出這一典型的特徵。

滬本輪染疫者已超50萬
採多措嚴防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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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在内陆长大的人，对无边无际的大海充满向
往：蓝天，碧水，沙滩，椰林，清新的空气，明
媚的阳光，奔腾的巨浪……而四川会理黎溪镇的
大海子，犹如镶嵌在金沙江畔的一颗明珠，以那
一汪蓝莹莹的水，满足了内陆人对海的渴望。它
用水天一色的安然，铺陈出古丝绸南路上别样的
诗情画意，磁石般吸引着无数游人。

清澈的水

大海子的水无比澄澈、明净。
清晨，瓦蓝的天空一碧如洗，慵懒的阳光

下，大海子水平似镜。湖边，绵延起伏的群山，
炊烟袅袅的农舍，掩映在绿树中的白墙青瓦，静
静地倒映在水面上。湖中，清粼粼的波光，戏水
的野鸭，觅食的鹭鸶，掠过湖面的小鸟，在云卷
云舒的闲适中，演绎出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岁月静
好。

跟真正的大海相比，这个由地壳变动形成的
堰塞湖，占地 4.6平方公里，其水利风景区并不
大。可是，当你走近大海子，面对波光粼粼的湖
面，才发觉它的辽阔已经颠覆了你的想象。

午后暖阳高照，明媚的阳光铺洒在湖面上，
放眼望去，山水相依，白云悠然。湖里小船上的
渔翁，沙滩上嬉戏的孩子，树下乘凉的老人，地
里忙活的村妇，小吃摊上的游人……他们健壮的
身体、美丽的倩影以及弥散在风中的欢歌笑语，
把祥和的时光映衬得生机盎然。

从湖面吹过来的风，携带着攀西南高原的热
情，清凉、温润、亲切，沁人心脾。波浪层层叠
叠地铺展开来，像是在辽阔的水面翻晒内心的波
澜。细碎的阳光，犹如一群金色的小鱼，在湖面
上呐喊着、欢笑着，向前涌去。它们应着呼啦啦
的风，变成了长长短短的音符，或舒缓，或急
切，用天幕下动人心魄的激越乐章，把闲适恬静
的日子拉得韵味悠长。

夜幕降临，山顶风力发电旋转的风车红光点
点，如夜空中闪烁的眼睛。万籁俱寂，大海子幻
化为一幅凝固、湿润的梦中仙境。烟波浩渺，宁
静安详的湖面上，倒映的灯光犹如满天星斗落入
人间。波澜微起，清风入怀，大海子枕着唧唧的
虫鸣和如潮的蛙声渐渐入眠。

五彩的花

大海子海拔 1800 米，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温暖如春。这个高原湖泊，以它的湿润包
容，为春天增添了几抹亮色。

春暖花开时节，惠风和畅，杨柳依依。大海
子边的虞美人、郁金香开得正艳，红的、紫的、
黄的、蓝的，怒放的花朵，好似妙龄少女娇羞的
脸庞。湖光春色，花香四溢，蜂蝶飞舞，缤纷的
景致绘就一幅春色旖旎的秀美长卷。

碧波浩渺，云海相伴。在这春风得意的季
节，大海子旁边的樱花、农家院子里的海棠、围
墙边的三角梅、栅栏上的炮仗花以及路边雪白的
梨花、粉红的樱花、淡紫色的苦楝花、红白相间
的桃花，花枝摇曳，馥郁芬芳，为倦怠城市生活
的人提供了放飞自我、翻晒心情的绝佳场所。

盛夏的雨后，大海子边大大小小的莲塘里，
层层叠叠的荷叶好像翡翠雕砌的绿盘，出水的荷
叶，娇羞的荷花，在朦胧的烟雨中如歌如梦，成
为夏日里最清新可人的风景。

初秋时节，大海子边片片金黄的油葵开得正
艳。湛蓝的天幕下，洁白的云朵走走停停，好似
在阵阵花香里领略花事正浓的秋日风情。走进美
丽的油葵花海，金灿灿的油葵随风涌动，炫目的
金黄与满眼的青翠交融一起，像一袭厚重的金黄
地毯，在绿水青山、黛瓦白墙的映衬下，把这道
亮丽的风景点缀得更加迷人。

清冽冽的湖水，金灿灿的花田，山水交相辉
映，编织出雅致的诗意山水画廊……

诱人的果

黎溪光照充足，土地肥美，物产丰茂。漫步
大海子湖畔的黎溪古镇，时鲜蔬菜、特色水果琳
琅满目。红红的桃，黄黄的杏，糯糯的小米蕉，
香甜的早熟蜜芒，四季皆有的柑橘，再配上水灵
灵的白菜青菜，白白胖胖的侧耳根以及反季节的
玉米、大青豆、西红柿，斑斓的色调让小镇充满
了生机和灵气。

大海子背后的金砂农业园里，漫山遍野是沃
柑和砂糖橘。绿树丛中，密密麻麻的柑橘由绿慢慢
变黄，最后成为一盏盏橙红的小灯笼，挨挨挤挤压

弯了枝头。这里的柑橘细腻皮薄、饱满多汁、清香
可口、甜而不腻。在这独特的光热环境中，园子里
一年四季鲜果不断。

黎溪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光热条件优
越，特别适宜芒果生长。每年 6 月，拥有凯特、
艾文、海顿、金煌、新世纪等数十个优良品种的

“鱼鲊蜜芒”相继上市。黎溪的芒果比攀枝花早

一个月，皮薄肉厚，细嫩香糯，甘甜味美，一直
远销俄罗斯等东欧地区。每到收获季节，金沙江
畔蜜芒飘香，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跟其它地方相比，黎溪的甜杏和蓝莓更有
名。这些生长在大山深处的甜杏，以日照温差大
等独特优势，生长得色泽鲜亮、肉质细腻、糖分
充足。而建在黎溪的蓝莓基地，在原生态环境中

被高科技水溶性肥料种植出来，那一颗颗蓝宝石
般晶莹圆润的果实，硕大酸甜，惹人喜爱。

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大海子清清的水、缤纷
艳丽的花、软糯香甜的特色水果、品种丰富的早市
蔬菜、具有川滇独特风味的小吃以及黎溪古镇的
风情，让大海子成为游客镌刻在脑海深处的难忘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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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海子。 黄明新摄

五彩花海。 黄正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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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疫情趨緩，為滿足
廣大攝影愛好者提高自
身攝影技術的需求，休
斯頓華人攝影學會將於
7日16日開始舉辦“初
級攝影培訓班”。開課
日期為:7 日 16 日(星期
六)至8日20日，共六週
課程，每次二小時，時
間為下午2:00至4:00，
地點: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由攝影學會資深攝影
師擔任授課老師，此次
初級攝影培訓班只收取
報名費為$120元/位。

隨著數碼相機的普
及，現在幾乎每個家庭
都會有一兩部數碼相機
，家庭聚會、旅遊踏青
、朋友探訪以及一些有
紀念意義的活動等都想
拍攝一些照片留念，但
很多朋友總覺得自己拍
出的照片不盡人意，不
是曝光不准，就是對焦
不實，使很多珍貴的場
面留下了遺憾。初級數
碼攝影培訓班，著重於
基礎知識，老師們在攝
影理論與攝影實踐上有
獨特的認識，知識全面
，講解深入淺出，力求
通俗易懂，既重視基礎
理論，又緊密結合拍攝
實踐。授課形式生動活
潑，穿插優秀攝影作品
欣賞，點評。同時還將
與戶外攝影創作，拍攝
實踐等活動相結合。數
碼攝影基礎班著重對攝
影有一定興趣的朋友進
行攝影知識與拍攝技巧
方面的培訓，側重於數碼相機的操作，包括如何構圖，用光，對
焦，怎樣控制景深等等，參加完這些課程後，相信您的攝影拍攝

與欣賞水平將會有很大提高。
不論您是否有相機，也不管是單反相機還是小數碼相機，只

要喜歡攝影，都可以來這裏學習交流，希望大家及早報名。數碼

攝影基礎班每週六下午2時至4時。地址：休斯敦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報名登記聯
繫人:滕戈，報名電話： 713-858-7210

華人攝影學會初級攝影培訓班7日16日開課

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先生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先生（（站立者站立者））授課授課。。 華人攝影學會董事長蔡保羅先生授課華人攝影學會董事長蔡保羅先生授課。。

華人攝影學會舉辦的攝影評比活動華人攝影學會舉辦的攝影評比活動。。 華人攝影學會舉辦的攝影外拍活動華人攝影學會舉辦的攝影外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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