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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 23 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今天指出，美國對台灣的 「一個中國」 政策沒有改變
。稍早拜登總統表示，如果中國對台灣動武，美國將以軍事介入。

奧斯汀在被記者詢及拜登談話的含義時說： 「我們的政策沒有改
變。」

今天稍早在日本有記者詢問拜登，一旦中國武力攻台，他是否願
意出兵介入以保衛台灣？拜登答稱， 「是的…那是我們做的承諾」 。

這是拜登上任以來，第2次看似承諾美國將動用軍力保衛台灣，
與美方以往長期刻意保持的模糊立場明顯不同。

但奧斯汀堅稱，美國以往數十年的政策至今依然不變； 「正如總
統所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他重申了這個政策以及我們
對台海和平穩定的承諾」 。

美防長奧斯汀美防長奧斯汀：：對台灣政策沒有改變對台灣政策沒有改變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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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ninety-eight
countries with
representative consulat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More than half of
them are honorary posts,
appoin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all have the very important
du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businessmen and

politicians.

Last Friday, we were
invited by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to join
the “State of

Houston’s Global
Economy” luncheon.
Many general consuls from
Turkey, Norway,

India and Canada were in
attendance. President

Harvey thanked all of the
consuls general

for promoting culture and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rade and to the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top countries doing
business in the Houston
area are

China, Mexico, Brazil,
South Korea, India,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Colombia, Italy,
Singapore and Taiwan.
Asia is on the top of the list
with 35%,

followed by Europe and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Africa has only 1.6 %.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e, Southern News
Group will sponsor a

live program, the
“Diplomats Round Table,
” in our international
studio. Through our live

streaming, we will invite the
consuls general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o be our guests
to

meet investors in our studio
and their countries’
government officials can
answer all

questions on the live LED
screen. We are also going
to publish a full page
introduction of

each country in our
Southern Daily News
newspaper.

Although the world situation
is turbulent, the epidemic
has not calmed down and
the

monkey smallpox
symptoms are now really
worrying those business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Houston, we are
not only returning to
pre-epidemic levels, but
the numbers have

also been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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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Houston““Diplomats Round TableDiplomats Round Table””
德州休斯敦駐有九十八

個國家的外交領事代表，其
中有半數以上是許多國家任
命的名譽總領事或代表，但

是他們仍然負有許多和當地
政商及民間交流之重任。

上週五我們應邀參加了
由大休斯敦商會主辦的德州
休斯敦大商會主辦的大休斯
敦経濟展望午餐會，我和來
自土耳其、挪威、斯蘭卡、
幾內亞等國之總領事參加午
餐會，該會會長哈威在午餐
會上首先感謝各國總領事在
促進和大休斯敦文化経貿之
巨大貢獻，其中進出口名列
前茅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
墨西哥 、巴西 、韓國 、印
度、荷蘭、 德國、 日本 、
英國、哥倫比亞、意大利、
新加坡、台灣等，其中亞洲

以百分之三十五佔全球第一
名，其次是歐洲及中南美洲
，非洲只佔百分之一點六而
敬陪末座。

為了支持各國總領事在
文化、貿易之宣傳交流，美
南新聞集團將在所屬之美南
環球劇坊為各國總領事舉辦
現場电視网路直播”外交圓
桌論壇“， 可以透過 You-
Tube 臉書平台現场直播和
各國外交文化經貿部長對話
，並在現場邀集有意到該國
去投資之各界人士作現場立
即交流，以了解各項投資投
資事項之推動，並且在當天
在英文美南日報刊載參加國

家之介紹專頁。
雖然世界局勢動盪不安

，疫情未平，又傳出猴天花
症狀，實在令人擔憂，但是
，休斯敦近月來之各項國際
貿易不但已經回到疫前水平
，而且還在不斷增長。

在我出任几內亞駐休斯
敦名譽總領事之後，原本早
己籌劃訪問非洲，但是二年
多之疫情一直延宕下來，希
望年底前仍然可以成行，也
希望有意前往投資、觀光之
各界人士踴躍報名參加，歡
接下一輪非洲大陸経濟之起
飛。

籌措休斯敦外交領事團之籌措休斯敦外交領事團之 「「圓桌論壇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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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種族歧視豈是笑話種族歧視豈是笑話----
美國球員的卑劣語言不可取美國球員的卑劣語言不可取

芝加哥白襪棒球隊到紐約市比賽, 地主洋基隊的白人球員唐納森在比賽中呼喊白襪隊的
黑人隊員蒂姆•安德森為‘Jackie傑基’, 引發了安德森與隊友強烈不滿,認為唐納森有種
族歧視的意味, 白襪隊教練拉魯薩也相信唐納森具種族偏見, 而唐納森則解釋他純粹是開玩
笑,而且以前也跟安德森開過同樣的玩笑。

唐納森口中的‘Jackie傑基’ 是指2019年體育畫報的一篇文章，當時安德森是在芝加
哥白襪隊剛出道的超級新秀,他在受訪時說：“我覺得自己有點像今天的傑基•羅賓遜……
因為他改變了比賽，我覺得我現在也需要改變比賽。”

由於傑基•羅賓遜是第一位獲得參加職棒大聯盟比賽的黑人球員, 所以相當具有指標意
義, 安德森以傑基•羅賓遜的成就自詡, 原本無可厚非, 但當時唐納森聽到後頗不以為然, 所
以就以傑基•羅賓遜反諷安德森,而安德森也在第一時間向唐納森抗議,兩人當時就結下不解
心結, 沒想到三年後唐納森竟又舊話重提,而且還強調, 他以前已向安德森開過相同的玩笑,
現在只不過再開一次罷了。

唐納森的態度相當不正確, 因為三年前他開的玩笑,安德生並不接受, 如今顯然是再次向
安德森挑釁,誠如白襪隊投手亨德裡克斯說的:“通常你只會和合得來的人開玩笑，而不是和
根本合不來的人開玩笑”。

唐納生顯然是在搪塞種族歧視的言論, 令人不解的是,洋基隊與職棒大聯盟當局竟然噤
若寒蟬,未懲處唐納森, 也未發表任何評論,這種姑息養姦的態度是相當危險的。

非裔黑人是當前美國職業球隊的骨幹, 但很難想像在半世紀之前黑人是不允許打棒球的
,正因為有民權運動者的不斷推動, 黑人才逐步被允許加入球隊，但基本上球隊的老闆和管
理階層都是以白人為主,他們內心依然是歧視黑人的, 在美國的職業球隊中, 具有種族歧視的
球隊相當多,如克利夫蘭印第安人隊也顯露出對原住民的不敬，如今他們都不願徹底思考,
也未做出改變，他們只承認以前存有“不完美的歷史”。

從美國當前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可知,種族歧視不會在美國社會絕跡, 但會有越來越多的
人走上街頭爭取被平等看待,職棒當局應該戒慎恐懼,傾聽民心，回應民意, 進而振興族群平
等與和諧, 這個國家才可能更偉大！

澳新總理將赴日參加美日印澳峰會澳新總理將赴日參加美日印澳峰會，，岸田發賀詞岸田發賀詞：：期待東京見期待東京見
(綜合報道）澳大利亞大選結果5月21日出爐，工黨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將出任澳大利亞新一任

總理，並以總理身份參加於24日在日本舉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峰會。日本共同社最新消息稱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日向阿爾巴尼斯表示祝賀，並說期待在東京見到他。

據報導，岸田22日向阿爾巴尼斯發去賀詞，強調日澳有著戰略夥伴關係，“為進一步發展日澳關係
、實現‘自由開放印太構想’，希望能繼續展開合作”。

岸田還在賀詞中稱：“期待即將有機會在東京見到你。”
共同社提及，阿爾巴尼斯在確認成為候任總理後表示，他將於23日正式就職，併計劃訪日並參加於

24日在日本舉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峰會。
關於美日印澳四方機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4月曾表示，中方一貫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及地區倡

議應順應大勢、合乎民心，應有利於促進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而不是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損害地區
國家互信與合作。 “四邊機制”充斥著陳舊過時的冷戰零和思維，軍事對抗色彩濃厚，有違時代潮流，
注定不得人心。

印尼農民抗議棕櫚油出口禁令，佐科支持率跌至六年來最低
數百名印尼小農護在首都雅加達等

地舉行抗議，要求政府終止重創農民收

入的棕櫚油出口禁令。

抗議活動遍及20余省
印尼原是世界最大的棕櫚油出

口國，但為了平抑國內食用油價格，

印尼從 4月 28日起實施嚴格的棕櫚油

出口禁令，此舉也進壹步加居了全球食

品通脹。

據報道，印尼棕櫚農民協會（Apka-

sin誒o）主席古拉德（Gulat Manurung）

稱，至少120名農民慘加了當天在雅加

達的抗議活動，預計還將有來自印尼各

地的250名農民加入。

另報道，農民們當天在雅加達隨著

壹輛裝滿棕櫚果的卡車行進，並在負責

實施禁令的印尼經濟統籌部辦公室外舉

行集會。

抗議者高舉的壹塊標語牌上寫道

：“馬來西亞農民滿臉笑容，印尼農

民遭受苦難。”馬來西亞是僅次於印

尼的世界第二大棕櫚油生產國，並表

示願意填補印尼出口禁令所導致的全球

市場空缺。

印尼棕櫚農民協會發表聲明稱，自

從印尼政府宣布出口禁令以來，棕櫚果

價格比地方政府規定的最低價格還下跌

了70%。

據悉，印尼棕櫚果最低價格是通過

研磨廠和大型合作社之間的協議設定的

，獨立小農並不受最低價格的保護。

據印尼棕櫚農民協會估計，出口禁

令實施以來，至少25%的棕櫚油研磨廠

已經不再向獨立小農購買棕櫚果。

據了解，抗議者還計劃前往印尼總

統府舉行示威活動。印尼其他22個省也

出現了類似的抗議活動。

印尼經濟統籌部壹名官員表示，政

府官員已經會見了農民代表，並聽取了

其訴求。據路透社和半島電視臺報道，

壹些業內人士預計，鑒於印尼國內棕櫚

油儲罐已滿、印尼出口收入減少等原因

，棕櫚油出口禁令將很快得到“至少部

分解除”。

平抑國內油價努力失敗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艾爾朗加· 哈爾達

托曾表示，出口禁令將持續到印尼國內

散裝食用油價格降至每升1.4萬盧比（約

合人民蔽6.44元）為止。不過根據印尼

貿易部數據，截至5月13日，印尼散裝

食用油平均價格為每升1.73萬盧比（約

合人民蔽7.96元），雖低於4月的均價

1.8萬盧比（約合人民蔽8.28元），但仍

明顯高於去年7月的1.33萬盧比（約合

人民蔽6.12元）。

據路透社報道，印尼貿易部5月17

日宣布了壹項計劃，將在數千個地點以

每升1.4萬盧比的價格，保障低收入家庭

的食用油供應。

另據彭博社報道，印尼貿易部長穆

罕默德· 魯特菲（Muhamma誒 Lutfi）17

日稱，這項計劃的目標是在印尼全國擁

有1萬個銷售點，而目前只在爪哇島和

蘇門答蠟島建立了1200個銷售點。

不過印尼工業部壹名官員認為，這

項計劃還面臨諸多障礙，其中物流和交

通是主要障礙。

印尼棕櫚農民協會主席古拉德指責

復雜的官僚程序阻礙了棕櫚油補貼工

作。為了補償生產成本與銷售價格之

間的落差，印尼政府撥出了壹筆補貼，

並由印尼棕櫚油基金管理機構（BPD-

PKS）負責支付。但對於棕櫚油精煉廠

商而言，領取補貼時必須提供壹份非常

詳細的經銷商和零售商名單，並接受國

家審計，其間出現任何差錯都可能使其

遭遇牢獄之災。

古拉德說，結果就是這些精煉廠商

“有食用油，但不會賣給消費者”。他

認為應該間化相關程序。

印尼平抑國內油價的失敗也打擊了

總統佐科的支持率。據路透社和《雅加

達郵報》報道，印尼民調機構“印尼政

治指標”（In誒 ikator Politik）5月15日

公布最新結果稱，民眾對佐科的滿意度

5月下降到58.1%，處於2015年12月來最

低水平，支持率下降主要與食用油價格

居高不下及其連瑣反應有關。

印度希望以南美替代印尼供應
印度是印尼植物油的最大買家。由

於印尼棕櫚油出口禁令持續，俄烏沖突

又使得來自烏克蘭的食用油供應中斷，

印度正在尋求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國家

作為食用油替代供應國。

據報道，根據植物油行業組織印度

溶劑萃取商協會（SEAI）數據，2021年

11月至2022年3月，印度從巴西和阿根

廷購買的大豆油同比增加45%，其中來

自巴西的采購量增加了近7倍。隨著印

尼於4月下旬下達棕櫚油出口禁令，印

度對南美國家植物油更加依賴。

但半島電視臺報道認為，這洋局面很

難持續。為了利用俄烏沖突等所引發的全

球量食和油料危機，巴西在今年前幾個月

的大豆油出口量創下紀錄，未來數月無力

維持這洋的高額出口，其大豆油出口量將

低於往年。巴西農業機構分析師丹妮爾·

斯奎拉（Daniele Siqueira）預計，巴西

大豆油出口將很快出現下降。

今年3月，為了滿足國內需求，阿根

廷曾短暫停止大豆油出口。專家警告稱

，此舉表明阿根廷今後也可能采取出口

限制措施。

半島電視臺在報道中還指出，巴西

和阿根廷正在經歷旱災，預計也將影響

其大豆收成。

此外，距離也是印度進口南美植物

油所面臨的不利因素。印度經海運從南

美進口植物油要比從印尼進口多耗時數

周，難以滿足印度的迫切需求。

即便印尼真如壹些業內專家所預計

的那洋，在未來數周放寬棕櫚油出口禁

令，俄烏沖突也將繼續傷及印度的食用

油供應。位於紐約的資深食用油研究分

析師明塔克· 朱（Mintak Joo）因而對半

島電視臺表示，至少在未來數月，印度

食用油短缺的現狀看不到解抉辦法。

日本多地廢棄大批過期莫德納疫苗

德島縣扔掉千余劑

綜合報導 日本德島縣

政府宣布廢棄1635劑已過期

的莫德納疫苗。這是德島縣

首次廢棄過期新冠疫苗，此

前日本多地都發生過大批莫

德納疫苗被廢棄事件。

德島縣政府介紹稱，日

本政府在2月中旬向當地供

應4875劑用於第三針接種的

新冠疫苗，保質期分別到4

月3日和4月30日。由於疫

苗用不完，德島縣政府在4

月4日和5月2日分別廢棄過

期疫苗270劑和1365劑，共

計1635劑。此外，目前德島

縣還有剩余疫苗14190劑，

到9月末也將過期。

日本京都市、大阪市、

廣島縣等日本多地都已六續

宣布廢棄大批莫德納疫苗。

京都和大阪宣布將廢棄疫苗

8萬劑，廣島縣宣布將廢棄

疫苗15萬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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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納夫薩裏區，壹名新

婚男子的結婚禮物突然爆炸，導致他和侄子嚴重受傷。

據印度媒體報道，當地村民介紹，新郎拉蒂什· 加維特

(Latesh Gavit)與新娘薩爾瑪在5月12日舉行了婚禮。他們收到

了來自親戚和熟人的禮物，包括薩爾瑪姐姐的前男友拉賈· 帕

特勒的禮物。在這起案件中，帕特勒和他的助手馬諾吉已經

被捕。

據報道，米德哈巴裏村的拉蒂什· 加維特娶了納夫薩裏區

Vans誒a taluka的Gangapur村的女孩薩爾瑪。

5月17日，加維特正在拆禮物，其中壹枚炸彈爆炸，導致

他的眼睛受傷，左手腕骨折。他上半身全是重傷。這場悲居

還傷害了加維特三歲的侄子吉安。兩人都被送往納夫薩裏政

府醫院接受治療。

新娘的父母通知加維特壹家，Koyamba的村民拉賈· 帕特

勒提供了這個禮物，致使禮物送給了新郎和新娘。拉賈· 帕特

勒與新娘的姐姐Jagruti有婚外情，直到最近他們還在約會。

蘇拉特地區警察總監S· 拉傑庫馬爾· 潘迪安表示，在這場婚禮

後，有人 聲稱在像泰迪熊這洋的禮物中發現了炸彈。拉

賈· 帕特勒為殺死新郎加維特準備了炸彈。通過壹個朋友，把

禮物交給了新娘的姐姐Jagruti。然而，Jagruti又把禮物送給了

她新婚的妹妹和妹夫。”

警方稱，致使被告提供的壹個復仇禮物，具體情況還在

進壹步的調查中。



歐盟碳關稅或更“激進”：
擴大征收範圍、縮短過渡期

綜合報導 歐洲議會官網消息，歐洲

議會的環境、公衆健康和食品安全委員

會（ENVI）以49票贊成、33票反對和5

票棄權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簡 稱

CBAM）的法案文本。

除了鋼鐵、煉油廠、水泥、有機基

本化學品和肥料外，歐洲議會議員提出

要進一步擴大CBAM範圍，包括鋁、氫

、聚合物和有機化學品等行業。另外，

該法案還提出將“間接排放”，即來自

制造商使用的電力的排放納入CBAM範

圍。

該方案將碳關稅的過渡期從3年縮

短爲2年，CBAM將從2023年1月1日起

適用，過渡期至2024年底，從2025年開

始征稅。歐洲議會議員表示，要加速取

消歐盟産業在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

（EU-ETS）下獲得的免費配額，即到

2030年完全取消。

另外，該方案還提出要在歐盟層面

設立一個統一的碳關稅執行機構，而非

下放到各成員國。

歐洲議會議員提出出售CBAM證書

産生的收入進入歐盟預算，將碳關稅的

部分收入用于支持最不發達國家。他們

提議，歐盟必須提供財政支持，至少相

當于出售CBAM證書所産生的收入的財

政價值，以支持最不發達國家努力實現

制造業脫碳。這種支持將有助于實現歐

盟的氣候目標和國際承諾，如《巴黎協

定》。

歐洲議會議員強調，CBAM和歐盟

ETS之間的一致性對于尊重世界貿易組

織的原則至關重要，CBAM不得被濫用

爲加強保護主義的工具。

CBAM本質上是對特定進口産品征

收的碳稅，意在保護歐盟境內的氣候行

動，避免歐洲企業將生産外包給排放目

標較低的國家所造成的“碳泄漏”（car-

bon leakage）。

歐洲議會表示，該報告定于6月6日

至9日在全體會議上進行表決，之後議

會將准備開始與成員國進行談判。

這不是ENVI第一次這麽“激進”。

去年 12月，ENVI 在 7月“歐委會

版本”基礎上，發布了新的 CBAM意

見稿，內容包括不承認隱性碳定價、

增加行業管轄範圍、擴大排放認定範

圍、縮短政策過渡期、將 CBAM資金

用于支持最不發達國家低碳轉型，以

及排放類型設定爲所有直接和間接的

碳排放等。

ENVI這一版本意見稿被國際貿易委

員會（INTA）否決了。但 INTA對于將

CBAM適用範圍擴大到間接排放、縮短

過渡期等建議條款表示了認同。

業內表示，目前，CBAM的設計方

案還在討論中，從範圍、時間到最終實

施的很多細節仍具不確定性，但從歐盟

的提議中可以看到，CBAM正向著越來

越“激進”方向發展。

中國是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出口

歐盟的産品主要集中在機電産品、紡織

品、金屬品及化學品。2021年中國對歐

盟的出口額4720億歐元，同比增長37%

，占中國出口總額15%，占歐盟進口總

額25%。

新CBAM法案文本，行業範圍增加

了有機化工、塑料和氫，且將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的排放）納入征稅範圍，對

中國制造業的影響或進一步擴大。

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自提出以來

就一直飽受爭議，業內學者認爲，許

多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政策制定方面落

後于發達國家，並且往往更依賴高碳産

品的出口，歐盟單邊CBAM不但會扭曲

國際貿易，還會給發展中國家造成過度

的負擔。

中國電子信息産業發展研究院工業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淑翠表示

，歐盟碳關稅將降低中國相關産品貿易

競爭力，對相關行業出口造成衝擊，以

及倒逼中國加速實現能源轉型，盡快完

善碳市場和碳定價機制。

歐盟擬花三千億歐元
與俄能源脫鈎

綜合報導 歐洲國家試圖與俄羅斯能源脫鈎的具體路線圖逐漸清晰

。歐盟委員會發布一份總額約300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希望今後幾年減

少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並借機加快向清潔能源轉型。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當天表示，這份方案名爲“爲歐

盟重新供能”，計劃從現在起到2027年，斥資2100億歐元，把歐盟對俄

化石燃料的依賴度逐步降低爲零；包括這筆錢在內，從現在起到2030

年，歐盟希望以720億歐元撥款和2250億歐元貸款，助力成員國提高燃

料利用率、加快開發可再生能源，繼而實現歐盟應對氣候變化目標。方

案所涉資金將主要來源于歐盟此前爲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經濟影響所

設立的7500億歐元恢複基金。依照方案，約860億歐元將用于可再生能

源，270億歐元用于氫能基礎設施，290億歐元用于電網，560億歐元用

于節能和熱泵。對于地處內陸、對俄能源依賴度高的中東歐成員國，方

案提出向每個國家提供約20億歐元的石油投資補貼。該投資計劃還提到

，將增加歐盟從埃及、以色列和尼日利亞等國進口天然氣的潛力。

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委員保羅· 真蒂洛尼在接受意大利國家

電視台RAI采訪時表示，歐盟對俄第六輪制裁提案被否決。報道稱，歐

盟委員會本月4日提交第六輪對俄制裁措施提案，其中包括今年年底前

全面禁止進口俄石油，即歐盟將在6個月內逐步淘汰俄原油，並在今年

年底前逐步淘汰俄成品油。真蒂洛尼稱，投反對票的匈牙利“並非反對

對俄能源禁運的原則”，但該國強調其因地理位置和能源供給模式，實

施禁運有難度。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16日在臉書發布的視頻中表示，匈

牙利希望獲得150億至180億歐元的投資，才能放棄俄石油。

一些歐洲官員日前主張，歐盟和美國應扣押因被制裁而凍結的俄央

行約3000億美元外彙資産。美國財長耶倫18日表示：“雖然我們已開始

考慮這一做法，但美國政府現在要扣押這些資産是不合法的。”

德國小鎮禁止所有貓外出
原因是……

綜合報導 近日，德國沃爾多夫市開始實施一項禁止貓外出的

禁令，這激怒了當地動物保護協會，目前該協會正計劃對這項禁令采取

法律行動。

由于鳳頭百靈在幼鳥期不能飛行，且遇到危險時會躺在地上一動不

動，所以很容易成爲貓的獵物。

上周末，沃爾多夫市當局決定從當日起到8月底，爲保護瀕危的鳳

頭百靈，禁止該市西北部萊茵-內卡爾區的貓科動物出行。

如果違反這一規定，寵物主人將面臨420英鎊（約3500元人民幣）

的罰款，如果貓殺死了當地僅存的六只鳳頭百靈中的一只，主人將被處

以最高5萬歐元（35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這條法律適用于所有在沃爾多夫養貓的人，如果有貓跑了，主人必

須把它逮住。禁令生效僅僅一天，貓主人們就聚集在一起，動物保護協

會主席Volker Stutz表示他將努力與律師合作，並采取法律行動反對這項

新法律，阻止這項措施的實施。

目前，沃爾多夫市市長Matthias Renschler說：“我也沒有更好的辦

法，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很同情貓的主人們。”

黑幫老大被當街槍殺，“處決式謀殺”
事發悉尼中心商務區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警

方稱，黑社會頭目比拉爾· 哈姆茲于18日

晚在悉尼中央商務區（CBD）的一場“處

決式謀殺”中死亡。

34 歲的哈姆茲是臭名昭著的澳洲

“Brothers 4 Life”黑幫頭目、他也是謀殺

犯巴薩姆· 哈姆茲的表親，巴薩姆目前被

關押在古爾本的超級監獄。

在過去的18個月裏，有13人在黑社會

幫派火拼中被槍殺。

近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警方打

擊了一個犯罪團夥——bikie 幫派（bikie

幫派與 Alameddine 家族聯手統治悉尼毒

品市場）。bikie 幫派的一名高級成員和其

他六名成員被逮捕，其中一個黑幫成員布

萊克· 根尼森是科曼切羅斯南海岸分部的

軍士。

上周，布萊克在當地法院出庭，面臨

數項毒品供應和犯罪收益的指控，以及指

揮一個犯罪集團時，被拒絕保釋。

悉尼一家健身房發生槍擊案，布萊克等

人持槍掃射，一名男子當場身亡，另外一名

男子身中十幾顆子彈，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被送往醫院時，他仍然有意識和呼吸。

第二天，警方根據線索逮捕了5男1

女，繳獲兩公斤搖頭丸、一公斤可卡因、

一把獵槍和一把格洛克手槍。

5月16日，新南威爾士州警方又成立

Erebus特遣部隊，負責調查最近發生的致

命槍擊事件與其他各種犯罪活動之間的情

況和聯系。

並且當地政府宣布試行禁毒令，以控制

悉尼西部暴力升級的壓力。警方將可以向法

院申請對過去十年被判犯有嚴重毒品罪的人

發出DSPO，意思是允許警方反複搜查他們

，而不必每次都單獨申請搜查令。

新南威爾士州警察部長保羅· 圖爾說

：“我們不希望這些人在街上遊蕩，

DSPO給了我們更多的權力，能夠搜查被

定罪的毒品罪犯。無論是在他們的家裏，

還是在街上，甚至于他們的飛機和船，都

可以進行搜查。”

DSPO計劃正在澳大利亞四個地區試

行：悉尼西南部的班克斯敦、中西部的奧

拉納指揮部、獵人谷、北部的科夫斯港和

克拉倫斯警區。

新南威爾士州法律協會批評這個權力

，稱“完全沒有必要，且收效甚微”。協

會主席喬安妮· 範德普拉特說：“毫無疑

問，高級毒販應該被‘關門大吉’。而且

新南威爾士州警方和法院已經擁有強大的

權力來做成這件事情，但是警方的申請過

于保密，審查不夠，監督不足，根本不能

保證DSPO計劃是處在公平運作狀態下。”

目前警方已經申請到了4項命令，其

中有兩項是被監督專員拒絕過的。

警方助理專員米克· 菲茨傑拉德說：

“我們正與監督專員合作，確保這些犯罪

報告和證據足以發出那些命令。”

當地工黨也支持引入DSPO計劃，但

也在埋怨：爲何在議會于2020年11月通過

相關法律後，該計劃的試點啓動時間如此

之長。

圖爾說，自從去年12月擔任警察部長

以來，他一直在努力實施這些改革，但立

法十分複雜。

當地司法部長發言人馬克面對質疑時

，解釋：推遲實施試點計劃是因爲警察和

地方法官需要接受培訓。還需要兩年的時

間對試點進行監測，以評估其是否對減少

毒品犯罪産生影響。

芬蘭承諾：若成功加入北約
將作為北約盟國確保土耳其的安全

綜合報導 芬蘭總統尼尼斯

托表示，芬蘭理解土耳其對芬

加入北約的擔憂，但堅持認爲

芬蘭加入北約將確保土芬兩國

致力于共同安全。

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

道，當天，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與

瑞典首相安德松在白宮與美國總

統拜登會面。尼尼斯托在白宮表

示：“芬蘭一直與土耳其保持著

引以爲豪的良好雙邊關系。作爲

北約盟國，我們將確保土耳其的

安全，就像土耳其將確保我們的

安全一樣。”

尼尼斯托還說：“我們認

真對待恐怖主義。我們譴責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並積極參

與打擊恐怖主義。我們願意以

開放和建設性的方式討論土耳

其可能對我們的成員資格提出

的所有擔憂。”

瑞典首相安德松表示，瑞

典政府“目前正在與包括土耳

其在內的所有北約成員國進行

不同級別的對話，以解決目前

的任何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稱，芬蘭和

瑞典得到華盛頓對其加入北約

的“充分、全面、徹底的支

持”，美國政府將在國會參議

院就兩國成員資格進行投票之

前，向國會提交關于兩國加入

北約的報告。他希望“一旦所

有盟國的觀點得到解決，並且

北約通過入盟議定書，參議院

就可高效、迅速地就該‘問題

’提出建議並表示同意。”

拜登還說：“底線很簡單

，相當直接，芬蘭和瑞典使北

約更加強大，不僅僅是因爲它

們的能力，還因爲它們是強大

的民主國家。”

據悉，芬蘭和瑞典的高級代

表將在未來幾天訪問土耳其首都

安卡拉，討論他們加入北約的程

序。根據規定，若兩國要成爲正

式的北約成員國，需要得到30

個北約成員國的一致同意。

據央視新聞報道，自芬蘭和

瑞典表示要申請加入北約後，土

耳其方面明確表示持反對態度，

主要原因在于瑞典和芬蘭允許被

土耳其認定爲恐怖組織的“居倫

運動”和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

在其領土開展反對土耳其的活

動，土方還指責瑞典向庫爾德

工人黨提供武器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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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在2023財政年度國防部聽證會上向眾議
院國防撥款小組委員會作證。在事先準備好的講話中，米萊描繪了一幅嚴峻的畫面，世界正變得越
來越不穩定，大國意圖改變全球秩序。 5月21日，他對西點軍校畢業的學員們說，他們將承擔責任
，確保美國做好準備。

5月21日，美國最高軍事官員向下一代陸軍士兵提出挑戰，要求他們為美國軍隊未來的戰爭做好
準備，這些戰爭可能與今天的戰爭不太相似。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馬克•米利描繪了一幅嚴峻的畫面，世界正
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大國試圖改變全球秩序。他在出席西點軍校畢業典禮時對學員們說，你們將承
擔領導與亞太地區的首要競爭對手和其他大國可能的衝突確保美國做好準備的責任。

“你們被委任進入的世界有可能發生大國之間的重大國際衝突。而且這種可能正在增加，而不是
減少，”米利在事先準備好的講話中說。 “過去70年來，我們在軍事上享有的優勢正在迅速消失
，事實上，美國將在戰爭、太空、網絡、海上、空中，當然還有陸地的各個領域都面臨挑戰。”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於5月21日在紐約西點軍校米基體育場舉行的美國軍事學院2022
屆畢業典禮上與西點軍校畢業生們握手。

他說，美國不再是無可匹敵的全球大國。相反，它正在歐洲受到俄羅斯侵略的考驗，在亞洲受到
中國日益強大、北韓的核武器和導彈威脅的考驗，在中東和非洲受到來自恐怖分子的不穩定的考驗
。

米利將未來的戰爭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相提並論，他說，未來的戰爭將非常複雜，敵人難以
捉摸，城市戰爭需要遠程精確武器和新的先進技術。

美國已經開始向烏克蘭軍方運送新型高科技無人機和其他武器，有些設備還處於早期原型階段。
肩扛式神風敢死隊“彈簧刀”無人機等武器被用於對抗俄羅斯人，儘管他們仍在進化。

隨著烏克蘭戰爭的轉變，俄羅斯奪取基輔的不成功之戰轉變為爭奪東部頓巴斯地區城鎮的戰鬥，
對不同類型武器的需求也在增加。最初幾週的重點是像“毒刺”和“標槍”導彈這樣的遠程精確武器，但現在重點是火砲，並增加了榴彈砲的出貨量。

在未來的25到30年裡，戰爭的基本性質及其武器將繼續發生變化。米利說，美國軍方不能拘泥於陳舊的概念和武器，而是必須盡快實現軍隊和裝備的現代化，以遏製或在必要時贏得全球
衝突。他說，即將畢業的軍官們必須改變美軍的思維方式、訓練方式和作戰方式。

米利說，作為陸軍未來的領導人，你們將使用機器人坦克、艦船和飛機作戰，並依賴人工智能、合成燃料、3d製造和人類工程。 “你們這一代人將肩負起維護和平、遏制和防止大國戰爭
爆發的重任和責任，”他說。

米利用直白的語言描述了未能阻止大國之間戰爭的後果。他說:“1918年10月至11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默茲-阿貢戰役中，6週內有2.6萬名美軍和海軍陸戰隊員犧牲。想想看，在從諾
曼底海灘到巴黎淪陷區的八週時間裡，有26000名美軍陣亡。”

他回憶起1944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戰肆虐時被殺害的5.8萬名美國人，他補充說，這是大國戰爭的人力成本。米利引用鮑勃•迪倫的一首歌說：“我們可以感覺到空氣中有微風。我們可以
看到暴風旗在風中飄揚。我們可以聽到遠處雷聲隆隆。一場大雨就要來了。”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首度亞洲行在結束首站韓國訪問後，傍晚搭乘
美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飛抵日本東京。他將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高峰會，預料將
聚焦烏克蘭局勢、台海議題等。

拜登（Joe Biden）搭乘專機於下午5時許飛抵位於東京的美軍橫田基地，由日本
外相林芳正接機。

拜登在與林芳正、美國駐日大使易曼紐（Rahm Emanuel）簡單寒暄後，搭乘美
國總統專屬直升機 「陸戰隊一號」 （Marine One）於下午近5時半從橫田基地起飛，
飛抵位於東京都港區六本木的美軍基地後，改搭專車前往位於東京港區赤坂的美國駐
日大使寓所。

拜登上午10時將造訪皇宮，會晤日皇德仁。接著將在東京赤坂的迎賓館與岸田文
雄舉行高峰會談。這是兩人首度舉行面對面高峰會，一般預料會談議題包括烏克蘭局
勢、台海議題等。

拜登在日本將待到24日。拜登將在東京六本木出席美國倡議的 「印度太平洋經濟
架構」 （IPEF）記者會。

拜登24日上午將出席在日本首相官邸（行政中心）召開的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
話」 （Quad）峰會。

為迎接 「四方安全對話」 ，東京都內進入戒備森嚴的維安態勢，掌管東京警務的
警視廳共動員約1萬8000名警力，與相關單位合力強化主要車站與機場等地的維安工
作。

拜登抵日本東京拜登抵日本東京 美日峰會預料美日峰會預料
觸及台海議題觸及台海議題

（綜合報導）21日登場的美國紐約 「布魯克林半程馬
拉松」（Brooklyn Half Marathon）跑出人命，一名男子在
越過終點線後倒地身亡，另外還有15人送醫，有跑者表示
，當天氣候悶熱，加上部分路段沒有遮蔭，可能因此造成
悲劇。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紐約 21 日舉
行 「布魯克林半程馬拉松」，不過當天上午9時左右，一
名30歲男子在完成賽程、跑向終點線後就倒地，送醫後不
治，推測死於心跳停止（cardiac arrest）。

紐約市警察局（NYPD）指出，這場半馬一共造成16
名跑者送醫，其中包含這名死者，當中也包含4人重傷。
警方表示，一共有4人在接近終點線時倒地。

紐約 「布魯克林半程馬拉松」（Brooklyn Half Mara-
thon）賽事造成一名跑者喪命、15人送醫。

本屆 「布魯克林半程馬拉松」約有2.2萬人參加，據福
斯氣象（Fox Weather）報導，路程之一的紐約科尼島
（Coney Island）上午9時已達華氏70度（約攝氏21度），

濕度達83%。
26 歲跑者皮特森（John Peterson）表示，他參加過好

幾次 「布魯克林半程馬拉松」，但這一次氣溫最熱、最讓
人受不了， 「你必須注意身體的極限，有時候你太過要求
自己，這種事情就會發生。」

42 歲參賽者芙洛蕾絲（Anamaria Flores）說這場比賽
讓她精疲力盡，她最後一段只能用走的。她形容這場比賽
非常殘酷，最後5英里（約8公里）非常艱辛，完全沒有遮
蔭的地方，這時候必須放慢腳步，尤其濕度又高，當太陽
出來時， 「會出大亂。」

主辦這場活動的 「紐約路跑者組織」（New York
Road Runners）發布聲明表示，醫護人員全程在場協助，
強調跑者、志工、主辦人員的安全是他們的首要任務，指
出賽前、比賽期間都持續密切監控天氣狀況。

周六的比賽是 「布魯克林半程馬拉松」在新冠疫情後
首次舉辦。

美國紐約奪命馬拉松美國紐約奪命馬拉松 跑者終點線倒地身亡跑者終點線倒地身亡、、1515人送醫人送醫

美最高軍官：西點畢業生要為 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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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廣州報道）香
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梁挺雄21日在“粵港
澳高校中醫藥基礎課程教育聯盟”啟動大會暨
中醫藥基礎教育發展論壇上視頻表示，香港中
文大學通過“資源共享，各盡所長”，通力合
作發展中醫藥，包括香港學生到廣州中醫藥大
學附屬中醫院臨床實習。梁挺雄說，在新冠疫
情下，中醫學生也發現中醫藥在治療重症、急
症等方面發揮較好作用，也期待這方面的課程
學習；而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擬增設中醫疫
病課程。
梁挺雄表示，目前香港的大學設有中醫藥學

士及研究生課程，培訓專業人才；同時設立科研
機構網絡及研究基金，支持中醫藥研究；還在全
港18區設立中醫教研中心及建立中醫院。而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目前課程特色是堅持傳統中醫
理念，培育高水平中醫師。其中，堅持傳統中醫
學理念，通過啟導的方法，讓學生探索傳統中國
文化的內涵；培養他們運用傳統中醫的思維方
法；也期望學生能繼承古學，在當今醫療體系中
發揚光大。
同時，理論與實踐結合，進行“早臨床、

多臨床”的課程安排。首年學生須於內地中醫
院及中醫專科診所進行臨床實習，包括內科、
外科、婦科、兒科、骨傷科及針灸科等；在後
半年，學生在內地或香港本地選擇個別專科進
行臨床實習。梁挺雄透露，學生的臨床實習地
點涵蓋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第二附屬醫院，
深圳市中醫院、香港的中醫診所、本校中醫教
學診所。

跨境創新合作啟動：課程共享 學生共學 教師互派 學分互認

粵港澳高校“結盟”推中醫藥課程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內地援港醫療隊在香港期間為香

港亞博館中半數以上患者制定個性化的

中醫藥方，更開闢內地與香港中醫合作

的新模式，中醫藥跨境創新合作備受關

注。為進一步促進灣區中醫學人才交流

與培養，由廣州中醫藥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發起的“粵港澳高

校中醫藥基礎課程教育聯盟”21日在廣

州啟動，擬通過“課程共享、學生共

學、教師互派、學分互認”，促進粵港

澳中醫藥領域深度交流協作。有港生

稱，通過聯盟課程共享，可多方面學習

不同高校的優勢課程，有助於今後在灣

區便利執業。

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王偉在啟動大會上致辭
說，“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世界範圍內中

醫藥學科人才培養和科研水平位居前列的區域，
對中醫藥走向世界具有很強的引領示範作用。”
為進一步提高大灣區中醫藥人才培養質量，“粵
港澳高校中醫藥基礎課程教育聯盟”啟動，以
“課程共享、學生共學、教師互派、學分互認”
為目標，擬通過建設混合式開放課程平台，促進
灣區內優質中醫基礎課程教學資源共享，構建灣
區高等中醫藥教學新生態。

三地協作培養中醫藥人才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視頻致辭表示，

該校中醫學院開辦各種中醫藥專業課程，提供專
業中醫臨床服務，和發展臨床教學及研究的基
地。因應新冠疫情，該學院特別成立中醫治療新
冠專組，為市民提供中醫遙距診症服務，同時推
出抗疫扶正診療的計劃。他期待該聯盟可加強粵
港澳三地在中醫藥領域的協作，為大灣區中醫藥
人才培養作出貢獻。

據了解，該聯盟課程擬包括廣州中醫藥大
學的《中醫診斷學》、《內經》等，以及香港中
文大學的《傷寒論》等一系列課程。香港中文大
學中醫學院教授姜元安表示，《傷寒論》選讀是
該學院本科課程中的必修課，在該聯盟平台上，

將以線上模式向中醫本科二、三年級學生推出本
課程。《傷寒論》針對傷寒病創立了六經辨證論
治理論體系，形成了理、法、方、藥完備的中醫
辨證論治的理論模式和臨床特色，確立了中醫臨
床發展的基本方向。

港生：便利今後灣區執業
港生盧同學表示，通過中醫藥基礎課程教

育聯盟，可以同時多方面學習粵港澳三地高校的
課程，各具特色的課程可優勢互補，有助於提升
學習的視野與能力，也便利於今後灣區執業。另
一香港高校學生吳同學稱，除了香港學校的課程
外，有機會學習內地知名中醫藥大學的課程，
“是很寶貴的學習機會”，而且不少課程還屬於
廣東省精品課程。“我對《內經》課程比較感興
趣，而且分了初階和中階學習課程，可望提升中
醫臨床思維方式與臨床能力”。

國醫大師、廣州中醫藥大學腫瘤研究所所
長周岱翰指出，國務院辦公廳最近頒發《“十四
五”中醫藥發展規劃》，提出“深化中醫藥院校

教育改革”、“強化中醫藥特色人才隊伍建
設”，這為“粵港澳高校中醫藥基礎課程教育聯
盟”內各院校指明方向和發展前景。

設中醫腫瘤學課程治癌症
“當前癌症是影響灣區民眾健康的最大威

脅。”周岱翰說，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關於
全港癌症數據顯示，癌症是香港的“頭號殺
手”，僅2019年便有超1.48萬人因癌症離世，
佔香港整體死亡人數逾30%。“開展中醫腫瘤學
學科教育，推介中醫治癌知識，在大學本科普及
相關知識顯示有現實意義和必要性”。
周岱翰透露，廣州中醫藥大學腫瘤研究所已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作，建立“國醫大師周
岱翰香港中文大學傳承工作室”，在大灣區中醫腫
瘤學教育作出新的創新與探討。同時，該研究所也
已協作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開展“中醫癌症專業
培訓計劃”，於去年開展中醫癌症治療專業文憑課
程，為港澳地區培養中醫治療癌症臨床專科人才，
深受業內醫生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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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生學習使用醫療儀器。 受訪者供圖

◆由廣州中醫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發起的“粵港澳高校中醫藥基礎課程教育聯
盟”21日在廣州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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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解放軍近兩年近海軍演情況
◆2021年3月21日至28日，解放軍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實彈軍事演習。

◆2021年5月底至8月底，解放軍在渤海、黃海、東海、台海、南海組織的演訓活動超過百次。

◆2021年8月6日至8月10日，解放軍在南海部分海域進行軍事演練。

◆2021年11月14日至11月28日，解放軍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連續15日軍事訓練。

◆2022年2月27日至3月1日，解放軍在南海連續三天舉行軍事訓練。

◆2022年3月27日至3月30日，解放軍在南海部分海域進行軍事訓練。

◆2022年4月10日至4月24日，解放軍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舉行軍事訓練。

◆2022年5月19日至5月23日，解放軍在南海舉行軍事訓練。

◆2022年5月20日至5月22日，黃海部分海域進行軍事活動。

◆2022年5月21日至5月24日，渤海部分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2022年5月22日至28日，渤海部分海域進行實彈射擊活動。

*據網上資料不完全歸納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葛沖

中國解放軍密集開展軍事演練
專家：須在各領域各方面做好鬥爭準備 維護國家安全

山東海事局20日發布航行警告，5月21日7
時至5月24日18時，渤海部分海域進行

實彈射擊，禁止駛入。威海海事局發布航行警
告，5月20日至5月22日每日10時至14時，黃
海部分海域進行軍事活動，禁止駛入。唐山海
事局發布航行警告，5月22日0時至28日24
時，渤海部分海域進行實彈射擊活動，禁止駛
入。此外，海南海事局19日發布公告，自2022
年5月19日18時至5月23日18時，在南海有
關水域範圍內進行軍事訓練，禁止駛入。

此外，近日，第77集團軍某陸航旅組織多
機型、跨晝夜連貫編隊飛行訓練，檢驗飛行員
的技戰術水平和編隊飛行的協同配合能力。央
視新聞報道稱，夜暗條件下飛行，各機組要克
服作業環境昏暗、觀察條件受限等不利因素，
訓練難度大大提高。按照計劃，飛行員要通過
儀錶判斷操控直升機，完成了懸停、上升、下
滑、轉彎等一系列飛行動作。

夜間飛行訓練檢驗全時段作戰能力
近日，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組織夜間

飛行訓練，同步展開夜間編隊飛行、空戰對抗
等多個訓練課目，錘煉飛行員夜間技戰術水
平，檢驗部隊全時段作戰能力。

央視新聞報道顯示，華東某機場，數架
殲-11B戰機在夜色掩護下呼嘯升空。茫茫夜色
中，飛行員在無參照物的環境條件下，依靠艙
內儀錶數據，準確按計劃航線駛入訓練空域
後，長僚機密切配合完成多個編隊飛行動作。
與此同時，在另一空域，一場超視距空戰對抗
激烈展開。

央視報道指，此次訓練持續到拂曉時分，
進行了異地機場起降、夜間編隊、夜間儀錶與

機動等多個課目。
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副旅長劉暢表

示，加速適應夜間環境形成戰鬥力是他們必須
面對的課題。為此，他們充分利用夜間、拂
曉，科學制定訓練計劃，進一步錘煉飛行員夜
間技戰術水平，練就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
之必勝的過硬打仗本領。

知名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
文匯報指出，解放軍加大包括黃海、渤海在內
的各個海域的軍事演練，主要背景就是中國周
邊越來越不太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國
不斷地在中國周邊製造各種各樣的是非，包括
拜登前往韓國和日本進行的所謂的訪問，也不
斷企圖慫恿激化各種矛盾，以共同圍堵遏制中
國。

須加大軍事鬥爭準備力度
宋忠平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對華態

度將會越來越強硬，手段將會越來越多樣化，
無論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方面面都在對中國
進行各種各樣的全面打壓，而且還是採用對華
進行圍堵和遏制的老套路，尤其是企圖以拉幫
結派，搞小圈子的方式將中國強大的發展動力
遏制下來。

對此，宋忠平指出，中國不可能被動等待
挨打，我們也需要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來實
施積極的反制。他說，作為中國來講，我們必
須要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其中既包括經濟安
全，也包括我們的主權安全，我們必然要加大
軍事鬥爭準備的力度，而軍事演練其實就是從
軍事層面進行有效反制的一個重要舉措，解放
軍需要做好應對可能發生的最壞的軍事鬥爭的
準備。

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凱雷 北京報道）中國解

放軍近日密集在渤海、黃海、南海海域展開軍事演練。其

中，在渤海部分海域，解放軍多日進行實彈射擊活動。此

外，陸軍某陸航旅近日亦組織多機型、跨晝夜連貫編隊飛行訓練，東部戰區空軍

航空兵某旅組織夜間飛行訓練空軍展開多課目夜訓，錘煉技戰術水平。專家指

出，中國周邊越來越不太平，特別是美國不斷地在中國周邊製造各種是非和矛

盾，對此中國不可能被動等待，必須要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來實施積極的反

制。

◆◆近日近日，，第第7777集團軍某陸航旅組織多機型集團軍某陸航旅組織多機型、、跨晝夜連貫編隊飛行訓練跨晝夜連貫編隊飛行訓練。。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近日組織夜間飛行訓練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近日組織夜間飛行訓練，，錘煉飛行員夜間技戰術水平錘煉飛行員夜間技戰術水平。。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1日就國際社會廣泛支
持中方在世衞大會涉台問題上的立場答記
者問。

有記者問：第75屆世界衞生大會將於
5月22日至5月28日召開。台灣當局外事部
門對台未能受邀參會表示“遺憾和不
滿”。近期，許多國家紛紛致函世衞組
織，支持中國政府不同意中國台灣地區參
加今年世衞大會的決定，不希望今年大會
就涉台問題進行任何討論。請問中方對此
有何評論？

汪文斌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
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包括世
界衞生組織活動問題，必須按照一個中國
原則來處理，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
世界衞生大會第25.1號決議確認了這一根
本原則。

他說，2009年至2016年，在海峽兩岸
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中方連續8年

對中國台灣地區參與世衞大會作出特殊安
排。但民進黨執政以來，將政治圖謀置於
台灣地區人民福祉之上，頑固堅持“台
獨”分裂立場，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
則的“九二共識”，導致台灣地區參加世
衞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

台借疫情大搞政治操弄
汪文斌表示，中國中央政府高度重視

台灣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個中國原則前
提下，對台灣地區參與全球衞生事務作出
了妥善安排。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國
中央政府已向台灣地區通報疫情約400次，
過去一年批准台灣地區衞生專家參加世衞
組織技術活動44批47人次，台灣地區多次
接受世衞組織秘書處疫情信息通報，所謂
“國際防疫體系缺口”根本就是無稽之
談。

汪文斌說，民進黨當局無視國際社會
聚焦抗疫合作的普遍願望、無視台灣地區
人民的生命安全，借疫情大搞政治操弄，
違反聯大第2758號決議和世衞大會第25.1

號決議，不惜以干擾大會進程、破壞國際
抗疫合作為代價，執意搞涉台提案。其真
實目的就是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
“一中一台”。

搞“以台制華”圖謀注定失敗
“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捍

衛聯合國大會及世衞大會相關決議的嚴肅
性和權威性，中方不同意台灣地區參加今
年世衞大會。中方這一決定得到了國際社
會廣泛支持和理解。”

汪文斌說，迄今已有近90個國家以專
門致函世衞組織等方式，表明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反對台灣參加世衞大會的立場。
這再次證明，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人
心所向、大勢所趨，也充分體現了絕大多
數國家在世衞大會涉台問題上秉持正義的
正確立場。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打
‘台灣牌’、搞‘以台制華’圖謀必將遭
到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堅決反對，也
注定會以失敗告終。”汪文斌說。

近90國致函世衞反對台灣參加世衞大會

中方：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在21日舉行的
上海市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交通部門正式宣布，自22
日起，上海將恢復273條地面公交線路和4條軌道交通線路
運營，以優先滿足市民日常就醫和旅客往返火車站、機場
的出行需求。根據最新乘車須知，有需要乘坐公共交通的
乘客，都應該滿足如下條件：體溫正常（＜37.3℃）、隨
申碼為綠碼、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全程規範
佩戴口罩。對未遵守有關防疫規定乘坐市內公共交通等交
通工具並造成後果的，將依法追究其相應法律責任。

率先恢復的軌道交通線路為3號線、6號線、10號線和
16號線，早上7時到晚上20時運營。近期，上海地鐵正在
從系統調試、現場環境消殺、場所碼設置、人員返崗培訓
和應急預案等五個方面，積極做好恢復運營準備工作。505
座車站、30座基地、8個控制中心以及所有列車、車站空調
濾網的消毒均已完成。同時還按照規範要求，對列車和車
站進行日常預防性消毒。

與此同時，地鐵還制定了疫情應急處置預案，如發生
多人次涉疫或車站周邊地區疫情嚴重，將實施封站跳停、
縮線運營等措施。另外，地鐵車站內還設置了臨時隔離
區，配置防護服、N95/KN95口罩等用品，滿足人員單獨
隔離所需。如果發生乘客涉疫事件時，將配合屬地防控部
門做好信息登記、閉環轉運、環境消殺等應急處置工作。

與此同時，上海的地面交通273條線路將恢復運營，
率先恢復的公交巴士重點連接部分機場、火車站、軌交地
鐵和中心城區三甲醫院等。目前，各條公交線路的司乘人
員均已提前返崗接受培訓，之後還要每天開展兩次抗原、
一次核酸檢測；每營運一圈進行一次體溫測量；執勤時規
範佩戴N95口罩和防護手套。營運車輛須執行一程一消毒
工作，營運中保持持續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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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本報記者秦鴻鈞）剛來到美國的華人,最早
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還能吃到國內每天
必喝的豆漿，吃到三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
、雲吞，成立已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漿，使所
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藉中，能在異鄉再
重拾信心與精力，在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
個高峰。而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
照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新，來
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以東方的食材為
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
著也帶動 「豆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的潮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繁榮
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風味，並
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傳統食品中。一個
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

麵筋腸而賺錢獲利。Chiu 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
司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話而變
的太認真。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椒和綠辣椒豆腐
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
筋腸食品有不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玉米麵筋
腸的計劃和工作。Carol Chiu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
兒子從台灣台北搬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
務。但抵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公司總
裁Carol Chiu 說: 我們可以自己製作好的和新鮮的
豆腐。因為Carol 全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
人決定在一個3000 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的
豆腐工作製作。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爾斯內夫
（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購買機器，查爾斯
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當他到達德州時，一些
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他說我聽說過，但我不
知道，豆腐和豆漿對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Gary Chiu 說: 2001 年，這個家庭
開始出售春捲。這是一種以可識別的形式將豆腐
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
食品和主菜，包括玉米粉蒸肉。2005 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如雞肉，

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麵筋腸的市場結果
表現，因為它是一種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
嘗試品嚐玉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 想要製作一
種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我認為很
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他每週幾天在當地的
Whole Food 食品市場商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
品。我希望人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
鎮的玉米麵筋腸一樣好。最近到整個食品市場的
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腸非常好吃，
並將9.99 美元的麵筋腸食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
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是一種味
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豬油和肉製成。這
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食物。我們很喜歡它，因為
它是一種在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 食品公司Kirby Drive 的品嘗專家Sarah
Drews 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和豆腐麵筋腸。客人
們一直都在享受和搜索玉米麵筋腸。許多最好奇
的顧客都是西班牙裔，Gary Chiu 說。我們已經找
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當地的玉米
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筋腸。今天，家人和
十幾名工人在休斯頓西南部32,000 平方英尺的豆
腐麵筋腸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腐炒飯以
及其他產品。Gary Chiu 說，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
做了很多豆腐系列產品。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
式的豆腐，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年產生了超過300
萬美元的銷售額，公司今年將有更多的銷售豆腐
系列產品， 包括豆腐麵筋腸。根據北美大豆食品
協會的數據，全國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近40 億
美元，高於1992 年的3 億美元。豆腐現在正朝著
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包括老豆
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豆干、油豆腐、豆漿
）都是採用高蛋白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
是唯一在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中、美各
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公司」 的地址：
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 電話
： （281 ）575- 8801

邦元食品公司邦元食品公司 「「豆漿豆漿」」 上市上市
非改基因非改基因，，蛋白質含量蛋白質含量4242%% 以上以上

尤其 「邦元豆漿」 近期應HEB 要
求，目前新推出的 「邦元豆漿」 再度

上市。有甜的、不含糖兩種口味，半
加崙及一加崙兩種包裝，使用與豆腐

一樣的黃豆，非改基因、蛋白質含量
在42% 以上。

圖為圖為20032003年年11月月1414日日，，HEBHEB 在在 「「越華超市越華超市」」
對面開設休市第一家對面開設休市第一家，， 「「邦元豆腐邦元豆腐」」 的廣告就的廣告就
在上面在上面（（圖左上圖左上），），現現HEBHEB 在休市已有在休市已有400400多多

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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