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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6/11/2022

（中央社）美國政府高級
官員告訴路透社，在旅遊及航
空業者極力遊說後，拜登政府
將取消搭機入境國際旅客須出
示行前 COVID-19 檢測陰性的
規定，將於12日凌晨0時1分起
生效。

路透社報導，這名官員指
稱，拜登政府今天將宣布，美
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不再要求入境國際旅客出示

行前 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檢測，CDC已基於科
學和數據確定這項要求不再有
所必要。CDC將在90天內重新
評估這項決定。

這名官員指出： 「如果需
要恢復行前檢測要求--包括因
為 出 現 令 人 擔 心 的 新 變 異
株--CDC將會毫不猶豫採取行
動。」

自去年12月起，CDC開始

要求國際旅客須在搭機赴美前1
日內 COVID-19 檢測呈陰性，
但未對陸地越境旅客有此要求
。

美國航空（American Air-
lines）總裁伊桑（Robert Isom）
上週在一場會議中表示，這項
檢測要求 「荒謬」，且正在
「削弱」休閒和商務旅行。

國際旅客赴美前採檢陰性國際旅客赴美前採檢陰性 拜登政府將宣布取消拜登政府將宣布取消

路透社路透社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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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2008 recession
hit our community, many
Americans started to rely
more heavily on the Dollar

Store retail chain to buy
cheaper goods.

After fourteen years, a

similar pattern is showing
up. Shopping at the Dollar
Store chain’s locations,
many shoppers are trying
to offset the cost of record
high gas prices and the
fastest growth in inflation in
40 years.

Inflation has surged with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rising by 8.3 % in the past
12 months ending in April.
This means the cost of
basic essentials is eating
away at people’s
paychecks.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many Dollar Store locations
have grown faster than

nearly all the other
retailers, adding thousands
of stores every year.

With gas prices at $5 per
gallon,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drive to nearby
stores to do their shopping,
especially for food items.

As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spiral downward, more
people will go to the Dollar
Store and try to save
money. Consumers are
clearly feeling pinched by
inflation and looking to
stretch their dollars.

Today these Dollar Stores
are mostly run by Asian

businessmen. The stores
are not too big and can be
run by a few employees.
Most of their products are
made in China and
because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uty on the
goods has reall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have
profits like before.

With the change and
uncertainty of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is facing energy
and food storage problems.
If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in the short term,
it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whole world. 0606//0909//20222022

Dollar Stores Get MoreDollar Stores Get More
ShoppersShoppers

二OO八年時期美國遭受経濟衰
退時期， 許多人都跑到廉價商店去
買東西， 十多年後的今天， 許多人
在物價高漲及通貨膨脹之壓力下，
又跑到廉價商品去購物了。

雖然目前物價上漲，但是失業
率極低， 凡是想找工作的人都能找
到工作，和十四年前之情況是大大
不一樣， 但是以目前百分之八點三
的通貨膨脹率，油價和物價已經造
成巨大之負擔。

廉價一元商店主要的客源來自
於低收入家庭， 由於経濟下滑或物
價上漲是廉價商店發展之絕佳時期
。

目前在全美各地的廉價商店有
許多不同之品牌， 大家都以一元美
金為號召， 但是目前真正一元美金
可以買到的東西已經不多。

在新冠疫情期間 ，貨櫃運輸價
格倍增供應鍊中斷， 使這些廉價商
店叫苦連天， 但是他們仍然可以比
大商場之價格便宜很多。

今天在全美各大城市之廉價連
鎖店都掌握在亞裔商人手中， 他們
和許多加油店共同経營， 而且是集
中在許多大型商場之中， 面積不大
， 往往三倆個員工就可操作， 成本
相對低廉。

這些廉價商店之產品多半是中
國大陸製造， 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
關税之增加， 相對來貨價也增加，
許多商家之利潤已大不如前。

為了增加競爭力， 這些廉價商
店巳経遂漸走進郊區較富裕地區，
希望尋求新的客源 ，對他們而言，
可以在大型商場中爭取一些客人能
夠買到價廉物美之物品。

隨著全球化時代之變遷及不確
定性， 世界面臨能源及食物之危機

， 如果短期內無法解決， 將會帶來
嚴重之後果。

廉價商店變成新竉廉價商店變成新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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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0 日晚間在
「香格里拉對話」上發表主題演說。他稱俄烏

戰爭並非事不干己的隔岸之火，還劍指中國，
批評在東海和南海憑藉實力片面改變現狀，並
指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岸田說，日本
「將更加積極地應對亞洲面臨的挑戰與危機」

，同時明言將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最晚明年
春季制定出旨在維持印太海洋秩序的新計畫。

岸田強調，在強化日美同盟嚇阻力和應對
力的同時，還將與共享普世價值觀的 「志同道
合國家」多方位推進安全合作。作為日本做貢
獻的方式，他提出 「岸田和平願景」。為了維
持海洋秩序，還示意今後3年將由20個以上國
家推進海上保安能力相關的技術合作。

據共同社報導，岸田指出台灣海峽和平與
穩定的重要性。他表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得以繼續， 「還是回到強國在軍事和經濟上脅
迫弱國的弱肉強食世界，我們面臨著選擇」，
強調法治與和平解決紛爭的必要性。

岸田稱，有必要 「防備不遵守規則、使用
武力和威脅，對他國和平與安全的踐踏者」。
他還介紹，日本5年內將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
，確保防衛費 「一定程度增額」。針對外來飛
彈威脅，岸田表示將探討包括 「反擊能力」在
內的一切選項。他還透露，13日起，日本護衛
艦 「出雲號」將與東南亞等相關國家實施聯合
訓練。

此外，他承諾將為 「無核武世界」付出汗
水。針對中國被指可能以不透明方式增強核戰
力，岸田要求核戰力的訊息公開，並表示將促
進美中兩國的核裁軍對話。

11日，岸田將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會
談，討論針對締結《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
定》啟動談判。目前，日本政府依據 「防衛裝
備轉移三原則」，與美國和澳洲等 12 個國家
之間簽有《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日
本正考量擴大這個協定的對象國，以拓展安全
合作範圍。

岸田文雄 「香格里拉對話」 發表演說
強調俄烏戰爭並非隔岸之火

東協區域論壇 印度倡聚合印太策略因應威脅
(本報訊)印度昨天參與東南亞國協區域論

壇（ARF）資深官員會議，並在會中呼籲區內
各國聚合各自的印度-太平洋策略，共同因應
海事威脅。

印度外交部昨晚發布聲明說，印度外交部
主管東方事務副部長庫瑪（Saurabh Kumar）9
日參與這場視訊會議，會議由東協輪值主席柬
埔寨擔任主席國。

聲明說，ARF 會員國的資深官員檢視過
去一年的活動、討論未來計畫，並就區域及國
際局勢變化、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恐怖主義威脅、海事與網路安全等議
題，交換意見。

印度外交部指出，庫瑪在會中指出印太區
域正面對不斷演化的傳統及新興海事威脅，因
此有必要聚合（converge）東協國家的東協印
太展望（AOIP）、印度的印度太平洋倡議
（IPOI），以及 ARF 會員國各自的印太政策
，以有效因應。

此外，庫瑪也分享印度政府對恐怖主義威
脅及網路安全議題的觀點；但聲明未提供更多
細節。

ARF 設立於 1994 年，做為政治、經濟及
安全議題的對話平台，現有27個會員國，包
括東協10國、東協10國的對話夥伴，如美國

、俄羅斯、中國、歐盟等，以及區內其他國家
；印度是於1996年加入。

另 方 面 ， 印 度 外 交 部 發 言 人 巴 格 奇
（Arindam Bagchi）昨天下午也在例行記者會
宣布，印度將於 16 日至 17 日在新德里主辦
「特別東協-印度外交部長會議」（SAIFMM

）及1.5軌 「德里對話」。
1.5軌對話屬政策性對話的一種，有政府

官員與民間專家學者參加，但與會的官員都以
私人身分發言，不代表官方立場；相對的，1
軌是指政府官員之間的官方對話、2軌則是民
間專家學者之間的對話。

巴格奇說，東協各會員國的外交部長、東
協祕書長都會出席，而會議將由印度外交部長
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與新加坡
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共同主持
。

他補充，在 「特別東協-印度外交部長會
議」召開之前，印度與東協將會先於15日舉
辦資深官員會議。

巴格奇未透露會議將討論的議題，僅稱印
度與東協於2012 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東協
是印度 「東進」（Act East）政策的中心，而
今年正是東協-印度友誼年。

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針對國會大廈遭受
暴徒襲擊事件舉行了黃金時段聽證會，詳細說
明該小組調查結果，並播放許多從未公開過的
騷亂視頻, 包括國會山莊攝像機的鳥瞰鏡頭，
鉅細靡遺錄到那些瘋狂支持川普的暴徒湧入國
會大廈的囂張行徑以及高呼絞死不願配合川普
違法行為的副總統彭斯的畫面, 看完後真是讓
人瞠目結舌,難以置信。

2021 年 1 月 6 日是美國國會認證各州總統
大選選票結果的日子, 由於時任總統川普不承
認敗選,硬說拜登竊取了選舉, 所以在他慫恿下,
超過 2000 多名支持者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組織
“驕傲男孩”（Proud Boys）與極端團體“誓
言守衛者”(Oath Keepers)煽動群眾下甩開路障
長驅直入衝進民主法治最高殿堂以阻礙由副總
統主持的認證程序, 結果暴徒與警察發生嚴重
衝突，造成5人死亡，超過140人受傷的悲劇，
華府風聲鶴唳, 舉世嘩然!

國會大廈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來最足以為
傲的立法所在地, 匯集了全美50州民意代表,但
當他們正在行使總統認證時, 暴徒竟佔領了他
們的講臺，使他們成為驚弓之鳥,嚇得落荒而逃
，非常難以想像這一幕場景會發生在民主法治
的美國,這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見,堪稱美國之

恥! 在川普短短四年掌權下,美國真是變了, 雖然
他口口聲聲要讓美國再度偉大 ,實則處處踐踏
法律與秩序, 從這次國會暴力事件讓我們清楚
看到川普的白宮是那麼的強行霸道, 三權分立
的精義在他手下竟變成以“行政”煽動極端暴
力去攻擊“立法”， 而此時的“司法” 卻在
混亂中噤若寒蟬, 視若無睹, 當時的狀況不就是
”行政已亂, 立法已弱, 司法已死” 嗎!

如果一個在選舉中失敗的人可以靠著暴力
奪得政權, 總統選舉的意義將喪失殆盡,以後每4
年一次的大選都會淪為這種亂象,所以為杜絕後
患,國會應嚴懲川普,以儆效尤,在11月的選舉中
選民應把那些不夠格的參眾議員淘汰出局,選民
如不能選賢與能, 一昧以政黨傾向為依歸, 那麼
將來一定還會再出現一個讓民主蒙羞,使美國顏
面盡失的川普。

這次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採訪傳
喚了約1000人，並篩選了14萬份文件,現在我
們寄望在公佈這些證據後讓民眾看清楚川普的
猙獰面目, 並能正本清源,確實力行法治, 讓美國
走回正軌, 而且讓共和黨覺悟, 讓川普邊緣化,不
要提名他參選2024的總統, 那麼這個聽證會就
算是達到相當大的功效了!

【李著華觀點 : 鐵證如山
美國眾議院讓世界看到 1 月 6 日國恥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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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獲4.3噸可卡因
多國重擊哥倫比亞最大販毒集團
多國警方聯手打擊哥倫比亞最大販毒

集團“海灣幫”，繳獲4.3噸可卡因和185

萬歐元現金。

這是繼去年10月哥倫比亞發起“冥

王行動”後，對“海灣幫”的又壹沈重

打擊。

此次行動
多國警方已布局壹年多
此次多國警方關於“海灣幫”的調查

在壹年多前就已展開。

“海灣幫”最猖獗時擁有大約 3800

名成員，活躍在哥倫比亞近三分之壹省

份，其毒品主要銷往歐洲、美洲等地，

販毒網酪蔓延到28個國家和地區。這個

販毒集團還涉嫌勒索、非法采礦和謀殺等

諸多罪行。

路透社報道稱，意大利警方6月7日

表示，哥倫比亞、美國、意大利、克邏地

亞等多國警方聯手，調查南美洲販毒組織

與歐洲買家之間織起的“密集網酪”。自

去年5月開始，多國警方已連續追蹤這壹

全球販毒網酪毒品運送19次，從而確定中

間人、主要毒販等。

經過壹年多的調查，多國警方發現，

“海灣幫”販毒網酪與歐洲買家之間的聯

系，也有多個其他犯罪組織慘與其中，例

如意大利黑手黨組織“恩德朗蓋塔”。

“恩德朗蓋塔”發端於亞平寧半島南端的

卡拉布裏亞地區，是意大利三大主要黑手

黨勢力之壹。

在臥底等人的協作下，多國警方逮捕

販毒分子並繳獲4.3噸可卡因，案值高達

2.4億歐元（約合17.1億元人民蔽）。除可

卡因外，警方還查獲了185萬歐元（約合

1318萬元人民蔽）現金。

意大利調查人員表示，他們已對涉事

的38人發出逮捕令，他們可能分散在意大

利、斯洛文尼亞、克邏地亞、保加利亞、

荷蘭和哥倫比亞6國。

“這再次沈重打擊了哥倫比亞最大販

毒集團。”意大利警方說。

上次對該販毒集團的沈重打擊發生在

去年10月。當時，哥倫比亞執法部門發起

“冥王行動”，在西北部安蒂奧基亞省叢

林中抓獲“海灣幫”頭目代邏· 安東尼奧·

烏蘇加。哥倫比亞總統杜克在電視講話中

說道，“這是哥倫比亞在本世紀對毒品團

夥最沈重的壹次打擊。”

毒品貿易仍是哥倫比亞“頑疾”
美國俄勒岡大學智庫撰文指出，毒品

貿易是哥倫比亞揮之不去的困擾。

哥倫比亞毒品貿易可追溯至上個世

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哥倫比亞出

現以大麻為主的毒品販運。到了20世紀

90 年代，毒品種類從大麻擴大至可卡

因，哥倫比亞壹躍成為世界可卡因的主

要出口國。

販毒集團從毒品貿易中獲得大量材富

。以麥德林販毒集團為例，該集團每年就

能賺取約20億至40億美元，其全球影響力

可與材富500強企業比肩。此外，販毒集

團的影響還滲透至哥倫比亞的文化、政治

等方面。

然而，在販毒集團攫取巨額材富的同

時，哥倫比亞的許多平民依然生活在貧困

之中。迫於生計生產毒品的平民，可能遭

受來自販毒集團的暴力，得到的報酬也十

分微薄。俄勒岡大學智庫估計，平民每生

產1公斤可卡因可獲得1美元報酬，但當1

公斤可卡因販賣至美國，其價值可能超過

20萬美元。

毒品貿易問題並非無法解抉。俄勒岡

大學智庫表示，除了毒品出口貿易，哥倫

比亞仍有其他資源可供出口，如石油資源

。而禁止毒品貿易、打擊販毒，意味著犯

罪和暴力能夠有所減少，這有助於提高哥

倫比亞人的整體生活質量。

為減少毒品貿易以及相關的犯罪問題

，相關措施六續推出，但多家媒體表示，

這些措施效果並不理想。

美國曾在2000年簽署壹項有爭議的援

助項目——“哥倫比亞計劃”，旨在打擊

毒品販賣和加強哥倫比亞國內安全，但該

計劃被《金融時報》《大西洋月刊》等媒

體批評並不奏效。

此後，哥倫比亞政府又推出“未來之

路”計劃，該計劃旨在通過綜合措施來打

擊毒品貿易，包括打擊毒品犯罪、減少毒

品原植物種植等，但“哥倫比亞報告”網

站今年5月15日刊文稱該計劃歸於失敗。

綜合報導 北約負責國防投資的助理秘書長卡米爾 · 格蘭德

（Camille Gran 誒）表示，關於在芬蘭和瑞典這兩個最新的潛在北

約成員國領土上部署核武器壹事，北約不傾向於給俄邏斯提供任

何安全保證。

格蘭德在接受瑞士法語廣播電視臺（RTS）采訪時稱，“部署或

不部署此類武器，每個國家在涉核領域都是自由的。我們不是在談

論對北約可能采取的行動設置壹些原則性限制。每個北約成員國都

可以自主抉定這件事。現在並不存在這洋的問題。但我認為，在目

前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就我們在該地區的軍事態勢向俄邏斯做出任

何保證”。

報道指出，在俄烏沖突爆發後，長期采取中立政策的芬蘭和瑞典宣

布申請加入北約。盡管芬蘭和瑞典此前在法律上保持中立，但這兩個國

家幾十年來壹直與美國領導的北約這個軍事聯盟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和軍

事合作。格蘭德稱，“這是兩個非常親密的合作夥伴，都擁有強大的軍

事能力”。

然而，由於遭到北約主要成員國土耳其的堅抉反對，芬蘭和瑞典加

入北約壹事陷入僵局。土耳其指責這兩個國家是“恐怖組織的小旅館”

，原因是這兩個國家接待被其視為“非法”的庫爾德武裝人員。土耳其

現在希望芬蘭和瑞典打擊庫爾德工人黨（PKK）和其他被安卡拉認定的

“恐怖組織”，並將壹些嫌疑人引渡至土耳其受審。此外，土耳其還希

望這兩個國家解除對土耳其武器貿易的限制。

格蘭德表示，希望土耳其與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分歧能夠在定於6月

底舉行的北約峰會之前得到解抉。他說，“我們希望這些分歧能在峰會

之前得到解抉。考慮土耳其的擔憂是很重要的”。

在芬蘭瑞典部署核武器？
北約：不傾向給俄方提供任何安全保證

牛羊打嗝要付費？
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新西蘭將對這件事定價
綜合報導 新西蘭政府當發布了壹份計劃草案，將對農業排放物定

價，以解抉該國最大的溫室氣體來源之壹，即牛、羊打嗝噴出的氣體。

新環境部表示，該提案將使農業出口大國新西蘭成為第壹個讓農民為牲

畜排放物付費的國家。

據報道，新西蘭僅有約500萬人口，但擁有將近1000萬頭牛和2600

萬只羊。

報道稱，新西蘭近壹半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農業，主要是甲烷，

但農業排放此前已被豁免於該國的排放交易計劃，這招致了人們對新西

蘭政府的批評。

路透社稱，根據由政府和農場社區代表共同制定的計劃草案，從

2025年起，農民將不得不為其氣體排放支付費用。報道還稱，短期和長

期的農場氣體將分別定價，但將使用單壹的計量方法來計算（排放

氣體）體積。

新西蘭氣候變化部長詹姆斯•肖說：“毫無疑問，我們需要減少向

大氣中排放的甲烷量，有效的農業排放定價體系將在我們如何實現這壹

目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路透社稱，預計該計劃的最終抉定將在今年

12月做出。

將沖突進行到底？
意法德呼籲俄烏和平談判
愛沙尼亞總理：為時過早

綜合報導 俄烏沖突已經持續了100

多天，戰爭結束依然遙遙無期，西方國

家在這100多天裏不斷向烏克蘭提供經

濟以及軍事援助，並對俄邏斯進行了壹

輪又壹輪制裁，但依然無法幫助烏克蘭

扭轉戰場上的不利局面。

據烏克蘭方面的消息，烏克蘭20%

的領土已經落入俄邏斯之手，烏克蘭最

發達的量食與工業區都被控制，形勢還

在進壹步惡化。戰爭的消耗無疑是巨大

的，西方壹些國家在對烏援助問題上越

來越力不從心。短期內看不到戰勝俄邏

斯的希望，分歧也越來越嚴重，正在逐

漸失去信心。

反觀俄邏斯通過壹系列反制措施，

慢慢穩定了國內金融秩序，盧布強勢上

揚，能源出口不斷增長，並沒有出現西

方所期盼的崩饋發生。俄軍在烏克蘭戰

場上的軍事行動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正在著手制定第三階段的作戰任務。

看到烏克蘭在戰場上占不到什麼便

宜，自家的米也沒剩下多少，意大利、

法國、德國等歐盟國家開始呼籲俄烏進

行和平談判，力求實現兩國停火。意大

利整理出4點和平建議的相關提案呈交

聯合國。上月底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德國

總理朔爾茨與普京進行通話，也表達了

促成俄烏兩國和平談判的想法，希望普

京能與澤連斯基直接對話。

不得不說，沖突已經過去了100多

天，意、法、德等國才想起來勸談促和

，這反應能力實在不敢恭維。反過來說

如果烏克蘭占據了優勢地位，這些國家

還會這麼急於促談嗎？

4日，拉夫邏夫在接受采訪時認為，

烏克蘭已經被西方控制，西方並不希望

烏克蘭真正實現和談，他們希望用烏克

蘭繼續削弱俄邏斯。盡管他們自身面臨

著各種困難，他們還是向烏克蘭提供了

數以百億的歐元與美元用於作戰。

雖然意法德三國正在呼籲和談，但

仍然有國家唱反調，不願意俄烏兩國

實現和平，波邏的海小國愛沙尼亞就

是最典型的代表。其實不只是愛沙尼

亞，我想東歐許多和俄邏斯有過節的

國家都不希望停止這場沖突，他們希望

能夠通過這場沖突來不斷削弱俄邏斯

“以絕後患”。

6月6日，愛沙尼亞總理卡婭· 卡拉

斯到訪英國，在與約翰遜會談時其公開

對俄烏和平談判進行反對，她認為這為

時尚早，並呼籲歐盟做好“應對長期戰

爭的準備”。

她強調，西方已經在2008年的格魯

吉亞、2014年的克裏米亞和頓巴斯對俄

邏斯妥協了3次，現在不能再對俄邏斯

妥協。波蘭、立陶宛、芬蘭等國與愛沙

尼亞的立場相似，希望美國能夠帶頭對

俄采取遏制措施，加大對烏克蘭重武器

與軍事援助。他們自己在這些問題上也

相當積極。

歷史上，這些國家多次與俄邏斯

爆發沖突，受到壓迫與統治，他們對

俄邏斯打心底裏有壹種恐懼感，他們

不希望看到壹個強大的俄邏斯，這會

讓他們沒有安全感，以至於他們現在

紛紛都要加入北約，尋求西方國家的

“保護”。

但過分對俄強硬是否真的能換來

自身的和平，要打壹個問號。壹旦俄

邏斯被再次惹怒，這些國家必定會首

當其沖。解開歷史的恩怨，著眼於未

來發展合作，才是根本出路，博弈對

抗只能給本地區帶來災難，種下新的

仇恨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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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亞洲安全論壇 「香格里拉對話」昨起一連3
天在新加坡登場，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進
行雙邊會談，雙方就管控競爭、降低戰略風險進行實質性對話
。魏鳳和強調，台灣是中國的台灣，一中原則是中美關係政治
基礎，搞 「以台制華」不可能得逞。

美國防部會後發布聲明，重申美方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奧斯汀也在會上重申兩岸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反對單方面改
變現狀，並呼籲中方保持克制，不要採取進一步動搖台海局勢
穩定的行動。

這是奧斯汀就任後，中美防長首次面對面會談。有美方官
員會前透露，會談主要聚焦為兩國關係設置 「護欄」，同時商
討建立更成熟的危機溝通機制，以確保兩國之間競爭不會升級
為衝突。

魏鳳和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健康穩定發展的大國關係
，這也應是中美共同努力方向。美國必須理性地看待中國發展
壯大，不要攻擊抹黑、遏制打壓，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
國利益，只有這樣中美關係才能搞好。穩定的兩軍關係對兩國
關係發展至關重要，兩軍應避免衝突對抗。

據中方發布，雙方認為，兩軍應保持高層戰略溝通，增進
雙方戰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變成衝突對抗
。雙方還就國際和地區形勢、南海問題、烏克蘭危機等交換意
見。

美國防部也在會後發布聲明，除重申美方繼續奉行一個中
國政策外，也提到雙方討論了負責任地管控競爭和保持開放溝
通渠道的必要性，並就改善危機溝通和降低戰略風險進行實質
性對話。

路透引述美官員透露，兩人會談試圖確保美中緊張關係不
致外溢成軍事上誤解或溝通不良。

此外，針對美國政府近日批准一項最新對台軍售。大陸國
防部9日深夜回應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昨日中美防長會
面後，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在會後表示，魏鳳和在會晤中強
調如果有人敢把台灣分裂出去，共軍必將不惜一戰。

在與奧斯汀會談前，魏鳳和先與韓國國防部長李鐘燮會談
，討論北韓核問題、朝鮮半島局勢等。韓聯社報導，韓國總統
尹錫悅上任後，爭取恢復慶尚北道星州郡駐韓美軍 「薩德」基
地正常運作，北京可能會在兩國防長會談期間就此事表明立場
。中韓防長或討論增進國防交流合作，如防止在南韓防空識別
區（KADIZ）發生偶發性衝突事件。

美新 「空軍一號」沒法打核戰 外媒曝：只因川普這小要求

巴西、美國總統首次會面
波索納洛籲建立緊密關係

（綜合報導）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9日報導，目
前正由波音（Boeing）製造的2架下一代美國總統專機 「空軍
一號」（Air Force One）VC-25B，本就已陷入工期延宕和成
本超支的窘境，現在更面臨新的潛在問題，就是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指定的新配色，可能讓機上電子系統過熱，
導致無法在包括核戰時維持安全通信能力。

美國空軍發言人9日告訴CNN，仍在製造中的VC-25B目
前擁有多種塗裝方案，其中一種被認為存在問題，因為該方案
的機體底部顏色太深，可能導致少數組件的溫度超過規定上限
。CNN指出，這對機上的複雜電子系統構成挑戰，而這類設

備的功能，便包括在核戰時確保美國總統的對外安全通信能力
。

根據報導，用於在美國總統搭乘時承擔 「空軍一號」無線
電呼號的專機，其配色自1962年甘迺迪（John F. Kennedy）時
代以來便幾乎沒有改變，但川普執政期間除了要求波音降價，
還希望VC-25B改用更接近美國國旗的配色，即紅、白與深藍
三色。

CNN表示，美國空軍並未對外公開VC-25B有哪些塗裝
方案，也沒有透露何時會做出選擇，不過塗裝通常是交機前的
最後幾個步驟之一，目前VC-25B應還未進行至此階段，飛機

不太可能需要重新塗裝。
VC-25B 原定 2024 年交付，但根據 「美國國會稽核處」

（GAO）報告，相關作業可能要延期到2026年才能完成；波
音執行長凱爾洪（Dave Calhoun）先前則表示，在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和分包商問題下，該公司預計於VC-25B
計畫中面臨高達6.6億美元（約新台幣195億元）的虧損，稱
2018年接下這份價值39億美元（約新台幣1153億元）的合約
可能是個錯誤。

中美防長會談中美防長會談
美美：：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

（綜合報導）巴西總統波索納洛與美國總統拜登今天首度
正式會晤。會中波索納洛表示，巴西與美國先前因意識型態不
同而分道揚鑣，但如今應該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路透社報導，拜登主動聯絡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後
，雙方隨即急速安排會面。波索納洛向來崇拜前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多次指控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作假，暗示
拜登是非法總統；而拜登則因拉丁美洲大國巴西和阿根廷可能
不出席美洲峰會，因此向波索納洛提出私人會面邀請，吸引他
赴洛杉磯。

記者前往現場採訪時，看見美、巴兩國領導人分別坐在相

隔一小段距離的扶手椅上。雙方透過翻譯聆聽對方所說內容時
，似乎刻意避免目光直接接觸。

波索納洛表示， 「我們有濃厚興趣，希望與美國建立愈來
愈緊密的關係。」他與拜登一樣，對方發言時，大多望著前方
。

「有時我們因為意識型態問題而疏遠對方。但我確信，自
我們進入巴西政府以來，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因為兩國政府
擁有許多類同之處。」

波索納洛7日再度讚揚川普，並稱拜登在上屆美國總統大
選獲勝相當 「可疑」。這也導致外界對兩人會面意義的質疑聲

浪日益升高。
拜登試圖利用這場區域峰會來修復川普治下美國與拉丁美

洲的受損關係，並應對中國在該區域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不過，拜登以非民主國家由為、排除敵對的古巴、尼加拉

瓜、委內瑞拉參加美洲峰會的決定，激起這3國盟友的強烈反
彈與杯葛行動。

與此同時，對於即將競選連任的波索納洛而言，與拜登會
面有助拉抬他的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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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國行政安全

部 6 日發布的統計數據，截至

2022年 5月底，韓國首爾市戶籍

登記人口為949.6887萬人，自跌

破千萬關口以來時隔6年跌破950

萬人。

據報道，隨著城鎮化和工業

化的推進，首爾市人口曾呈現爆

發式增長勢頭，並於1992年達到

峰值，為1097萬人，之後持續減

少。

2016年 5月底，首爾市戶籍

登記人口首次跌破千萬，為999.5

萬人；2020年底，含外籍居民在

內的首爾市人口為991.1088萬人

，自1988年底以來時隔32年首次

跌破千萬關口。

首爾研究院方面公布的研究結

果顯示，上月首都圈新房供給量大

增是首爾人口減少的主因。研究院

預測，在人口自然減少和第三期新

城建設計劃的影響下，首爾人口減

少速度或進壹步加快。

韓國統計廳5月曾推測，在低

生育率沒有改觀的背景下，韓國總

人口將從2020年的5184萬人減少到

2050年的4736萬人，同期首爾人口

將從962萬人減少到720萬人。

相比首爾人口的不斷減少，

韓國京畿道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截至5月底，京畿道戶籍登記人

口為1358.1496萬人，較首爾市多

出408.5萬人。

韓國全面解除入境隔離限制 不論是否接種疫苗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8

日表示，所有入境人員無論是

否接種新冠疫苗、不分國籍，

當天起壹律免隔離。

報道稱，截至前壹天，韓國

僅允許完成疫苗全程接種的人

員免隔離，未接種者入境後需

隔離7天。由此，此前入境後

正在接受隔離的人員也可在檢

測結果為陰性時即日解除隔離

。

報道指出，考慮BA.2.12.1等

變異株的防控問題，防疫部門

將繼續維持現行的入境前後各

1次病毒檢測。

目前奧密克戎毒株正在韓國

快速蔓延。截至30日0時，韓

國奧密克戎感染病例累計達到

625 例，首次突破 600 例。29

日韓國防疫部門再次強化了多

項入境管控措施。

為防止奧密克戎毒株的輸入

，韓國防疫部門29日決定將禁

止南非等11個國家和地區持短

期簽證的外國人入境的措施再

次延長4周至明年2月3日，韓

國公民和持長期簽證的外國人

入境前後需要接受的核酸檢測

由3次增至4次。與此同時，

從明年1月13日起，所有入境

人員入境前提交的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標準將進壹步強化，縮

短做核酸檢測到入境的時間。

不僅如此，從12月 29日起

到明年1月20日，韓國與新加

坡簽訂的在壹定條件下雙邊免

隔離的“旅遊氣泡”也因奧密

克戎感染病例的大量流入而被

暫時叫停。如果新加坡的旅客

入境韓國，則需要按照現行入

境政策在指定地點隔離10天或

居家隔離10天。

最近兩天，韓國新增奧密克

戎感染病例達到176例，境外

輸入病例占到了六成以上，引

發了韓國民眾的不安。其中超

過六成是從美國坐飛機入境的

人員，韓國政府暫未公布這部

分人員的國籍。韓國防疫部門

表示，盡管目前國內發現的奧

密克戎感染病例僅占到全體新

冠確診病例的1.8%，但奧密克

戎取代德爾塔成為在韓國流行

的主要毒株也只是時間問題。

目前韓國已經出現了15起奧

密克戎集體感染事件。為嚴防

奧密克戎快速傳播，從30日起

韓國將正式使用僅需3至4小

時就可以快速檢測奧密克戎毒

株的核酸檢測試劑。韓國防疫

部門表示，隨著病毒檢測速度

的提升，預計接下來奧密克戎

感染病例的數量或將大幅增加

。

緬甸仰光5月份內，因不遵守交通規則
而被追責的案件達2849起

綜合報導 仰光交警二隊分局

消息，仰光省5月份內，因不遵守

交通規則，而被追責的案件共有

2849起。

此外，5月份內，仰光省共發

生了421起交通事故，有237人死

亡，421人受傷。

因此，仰光交警二隊分局呼籲

民眾，要嚴格遵守交通規則，並且

如果發現違規車輛，可拍攝照片，

記錄鎮區和道路及位置，通過

Viber 電話號碼 09-777436232 和

09-777436233，發送拍攝到的照片

等信息進行舉報。

為避免仰光各鎮區出現交通擁

堵情況以及交通事故，各縣鎮有組

織聯合工作組開展稽查工作。

皎德達鎮區壹名民眾說，現

在仰光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車輛很

多，車輛胡亂停放，停兩排等的

情況時常能看到，現在說可以通

過Viber舉報，這洋很好，就希望

舉報了能嚴厲追責，這洋就能減少

違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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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格雷格· 卢金诺夫和乔

森纳· 海特，从心理习惯的层面入手，

指出了三个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

你更脆弱；以己度人，永远相信自己

的感觉；认为生活是好人与恶人的战

斗。在他们看来，正是弥漫在校园里

的这三种错误认知，导致孩子的心灵

越来越封闭和脆弱。

过于强调“微侵犯”，会使人脆弱甚

至“社恐”

在两位作者眼里，20世纪90年代

的美国校园是包容多元的，不同的政

治观点和立场都能被容纳其间。校园

审查的力量主要来自校方，学生则是

支持言论自由的生力军。到了2013年

前后，情况有些颠倒了。

在哈佛等不少顶尖法学院里，老

师已无法对 “强奸”这项罪名进行讲

授，因为课程资料可能触发有类似经

历的学生的创痛。“在刑法学的课堂

上，因讲述某些罪名会触发所谓的创

伤回忆就避之唯恐不及，这就太荒谬

了，就好像是外科医生说自己会晕血

一样。”田雷说。而“西方文学与哲

学经典”这门课，收入了荷马、但丁

、奥古斯汀、蒙田、伍尔夫等人的作

品，旨在处理“有关人类经验的那些

最困难的问题”。但2015年，4名哥伦

比亚大学学生联名写文章，要求将许

多经典文本从课程材料中删去，因为

它们“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

历史和叙事”，其中包括“触发性和

冒犯性的材料，在课堂上导致学生身

份的边缘化”。有些学生说，讨论这

些文本时，情绪会受到极大挑战，它

们应被去除，或者教授至少应在讲授

这些内容前作警示。学生们的诉求往

往会得到满足，可这样精心呵护导致

的结果却是，其心灵越来越脆弱，能

够容纳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小。

50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

是美国大学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端之地

，可到了2017年，那里的学生却因为

言论审查而掀起了一场全国瞩目的暴

乱。一些学生团体反对右翼社会活动

家米洛· 雅诺波鲁斯到学校演讲，后来

，抗议发展成“打砸抢”的暴力行动

。蒙着面、身穿黑衣的抗议者开始殴

打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推倒了一台照

明发电机，用烟花射入教学楼并攻击

警察、放火，还砸毁了一台自动提款

机。这场骚乱的结果是，暴力分子得

逞了，演讲被取消，校方没有公开惩

罚任何一名当晚在校园里使用暴力的

学生。作者认为，发生在伯克利的暴

力事件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这件事

给抗议者上了重要的一课：暴力管用

。在此之后，美国校园暴力抗议事件

越来越多。

《娇惯的心灵》里写到了好几桩学

生针对校内讲座的抗议事件，越来越多

的讲座因为学生的抗议而取消，不同的

思想主张也随之被拒之门外。过去几年

里，被美国学生团体拒之门外的演讲者

中不乏严肃的思考者和政治家，其中包

括保守派的政治记者乔治· 威尔、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任格里斯汀· 拉加

尔德、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前司

法部长埃里克· 霍德尔等。

因为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的言

论，教授们也动辄得咎，被学生公开

揭发甚至围攻。其他教师明知同事无

辜，却因怕受攻击而噤声。校领导也

软弱无力，不敢保护受攻击的老师。

抗议者的诉求总能得到满足，抗议的

浪潮也就越来越大。这样的态势造成

的结果是，学生脑袋变得僵化，群体

的多样性衰减，他们开始将持不同观

点的人视为敌人。

作者们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

因，正是过去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将

他们视为脆弱的，就会使他们越来越

脆弱。另一方面，今天大学课堂内外

的很多社科理论方法也在助推这种趋

势。比如，“微侵犯”这个词近来正

被许多人文社科学者所强调，被运用

在一系列性别及种族平等的运动中，

它告诉人们要警惕一些不起眼的侵害

，只强调被伤害者的感受，不考虑对

方是不是在主观上有伤害的意图。田

雷认为：“当学生学到这个概念，并

戴着这个概念的眼镜来生活时，他们

会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侵犯。所以对

‘微侵犯’这个词，我主张要慎用。

社会交往和集体生活中难免摩擦、冲

撞和矛盾，善意对待或一笑了之即可

，不然人人都会变成‘社恐’。”

中美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但家长的

焦虑高度相似

接受采访时，田雷已在着手翻译

另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寒门子弟上

大学》。他把这本书与《娇惯的心灵

》以及中文版出版于2017年的《我们

的孩子》，视为了解美国教育以及社

会变革的“三部曲”。这位专攻美国

宪法的法学教授觉得，相比于研究宪

法，观察教育能把美国看得更真切。

“现在美国的很多事情，已经是原先

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的了，反而教育

的变化更加贴近社会现实。”

在《我们的孩子》里，美国当代

最重要的社会学家罗伯特· 帕特南以横

跨半个世纪的观察来说明教育与阶层

流动之间的关系：在帕特南小时候，

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穷人和富人的

孩子会在同一个学校上课，同一个街

区玩耍，大学入学机会向他们同时敞

开；可50年后，阶层上升的通道已经

变得十分狭窄，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之

间竖起了一道高墙，他们被分割在两

个世界，穷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越来

越渺茫。帕特南以数据与访谈，无可

辩驳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阶层固

化。而《娇惯的心灵》所说的，正是

这种阶层板结之后，大学校园里发生

的变化。

“《娇惯的心灵》所关注的例子

大多发生在精英大学里，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视为帕特南笔下的中产或

上层孩子进入大学后所发生的故事。

”这群孩子的童年与半个世纪前的孩

子们已完全不同。他们从小在督促下

学习，很少有时间和同龄人玩。在家

庭和学校，他们都受到格外的关照和

保护。但缺乏自由玩耍、没有同伴的

生活，在作者们看来，会让孩子们失

去和风细雨打交道的能力，会更倾向

于诉诸官方权力去压制对手。

校园不是封闭的，它是整个社会

的缩影。《娇惯的心灵》认为，校园

中的情绪极化，是与美国社会政治极

化、家长的焦虑情绪以及大学的安全

主义等因素相关联的。

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揭示的阶

层固化，还是《娇惯的心灵》刻画的

极化世界，都会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

状。在田雷看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体制各异，但家长的焦虑高度相似

，“你去看北京海淀区的家长和纽约

上东区的家长，几乎是一样的”。一

位居住在上东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

母亲，曾将她所经历的“育儿战争”

写进《我是个母亲，我需要铂金包》

一书中。最近，因为《三十而已》的

热播，这本书也随之得到很多关注。

书中的故事，正是《三十而已》中顾

佳的翻版。

《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

》的作者都在结尾表达了对未来的乐

观，也提出了他们的对策。但田雷认

为，相比他们揭示的严峻问题，这些

对策看上去都是绵软无力的。随着

《娇惯的心灵》上市，田雷又重新回

顾了他的这本译作。他说自己很想知

道，英文版出版两年以后，作者们对

将来会更乐观，还是更悲观。“我想

应该是更悲观了，至少在2020年的世

界里找不到太乐观的理由。”

第一财经：作者们说，美国校园

曾充满自由包容的气氛，现在却有着

无处不在的冲突和情绪对立。在你看

来，转折点发生在何时？

田雷：从2013年到2017年吧，这

4年在美国其实是互联网世代从进入到

全面占领大学的4年，数据也表明，在

这一阶段，大学生的抑郁、焦虑和自

杀率显著抬升。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认为作者们

现在可能比《娇惯的心灵》刚出版时

更为悲观？

田雷：也许可以这么回答这个问

题：假如让两位作者在今天来写《娇

惯的心灵》，他们会更容易，还是更

困难？我想是更容易了，因为新材料

比比皆是，基本上都印证了作者2018

年的判断。比如说，作为一位宪法学教

授，我就很同情美国同行、斯坦福大学

麦康奈尔教授（Michael McConnell）近

期的遭遇，他因为上网课期间，在讲制

宪史时给学生们读了一段18世纪的材

料，那原始材料里有种族歧视的词，尽

管这丝毫不代表麦教授个人观点，随后

还是引发了极大的风波。也许往后，在

任何表达中，我们都要学会事先做预警

宣告或免责声明，因为在“娇惯的心灵

”占据网络后，很显然，有时候说者无

意，但听者有心啊，这也印证了书里所

说的第二种谬误：跟着感觉走，我只要

“我觉得”。

第一财经：《娇惯的心灵》提到

，玩耍的失落，使孩子们失去了相互

协商妥协的能力，但贫民子弟受到的

影响相对较小，为什么？

田雷：也许应该结合《我们的孩

子》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很显然，家

庭出身划出了一道鸿沟，富家子弟在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监督下不断学

习，穷人家的孩子却不得不放养，因

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资源，也往往没有

时间。在翻译《我们的孩子》时，有

一个情节令我印象深刻：帕特南和学

生要去采访一位工人和他的儿子，结

果采访当天，这位父亲把小女儿也带

来了，一问原因才知道，父亲就是想

让孩子能见识一下，一位高学历、也

有体面工作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显

然，他们的生活中接触不到那样的文

化，有的只是“乡下人的悲歌”。我

最近在翻译的《寒门子弟读大学》也

有类似的故事，穷孩子的社交面太有

限，即便其中个别幸运的能读到精英

大学，仍无所适从，精英学术空间的

一切都构成了文化震撼，他们的有钱

同学如鱼得水，但他们却寸步难行。

其中讲到的一些学生，总让我想起这

阵子中文网络上的新概念——“小镇

做题家”。说到这里，我想中美之间

在教育和社会流动上有不少相似之

处，通过翻译这几本书，我最大的

感触就是，我们不能任由精英教育

或者所谓meritocracy 的话语来绑架我

们的教育制度，这套话语在现实中

变成了胜者通吃，为非常残酷的不

平等来做掩饰，最终为之买单的是

整个社会。美国现在出了很严重的

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这

40 年来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富人胜

者通吃，政客推特治国，下层社会

的生活秩序几近崩溃。

美国40年精英教育后果

“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看到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烟花公司老板娘顾佳带儿子去

学马术时，田雷产生了一丝反感。他觉得，顾佳显然对精英文化

缺乏必要的反思。“这位优秀的女士把孩子的运动也看成是一项

成功学的培养了。”

话虽如此，四处弥漫的育儿焦虑还是会波及这个10岁男孩的

父亲。在他和朋友的聚会中，孩子和房子是被谈起最多的话题。

在田雷居住的小区，一个成绩优异的12岁女孩最近升入初中，因

为排名下滑而一蹶不振，已经休学，天天在小区里玩滑板，让父

母十分焦虑。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带着点感同身受的情绪：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从现在看未来，接下来的世界很可能会更

加动荡不安，谁都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上个月，由这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译介的新书《娇惯

的心灵》出版了。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在为该书写

的推荐语中所说：“现在的教育让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处于竞争

之中。”在这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里，孩子们似乎正变得越

来越脆弱。今年以来，发生在国内的中小学生自杀、自残事件已

有数十起，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比率也逐年上升。“钢铁”是怎

么没有炼成的？通过发生在美国精英大学的故事，《娇惯的心灵

》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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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奧運冠軍領銜六奧運冠軍領銜
中國跳水隊公布世錦賽參賽名單中國跳水隊公布世錦賽參賽名單

張帥晉諾丁漢網賽女單8強
中國網球頭號女

單張帥（左圖）當地
時間8日以6：2、7：
6（7：4）淘汰英國本
土選手布雷奇，晉級
諾丁漢網球公開賽8
強。接下來，她將和
捷克選手馬丁科娃爭

奪準決賽門票。張帥賽後表示，挺進8強給自
己提振了信心，希望能夠延續去年在諾丁漢
的良好表現。張帥去年曾在諾丁漢打入女單
決賽，但之後的溫網未能闖過首關。本賽季
的大滿貫賽場，她澳網打進32強，法網止步
首輪。前一日，中國球員朱琳、王薔和王欣
瑜止步首輪。 ◆新華社

鄭錚暴力行為停賽4場
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9日公布了2022賽

季中超聯賽首輪數起違規違紀行為的處罰結
果。其中在3日中超揭幕戰山東泰山與浙江隊
的比賽中，鄭錚在第83分鐘報復性犯規被直
接紅牌罰下。賽前，鄭錚還以中超全體運動
員代表身份進行宣誓。中國足協在罰單中表
示，鄭錚在倒地後實施暴力行為，作為宣誓
人代表造成了不良社會影響，因此對鄭錚予
以停賽4場和罰款4萬元人民幣的處罰。

◆新華社

◆◆鄧俊文鄧俊文//謝影雪謝影雪（（右右））
繼續高歌猛進繼續高歌猛進。。
Badminton AsiaBadminton Asia 圖片圖片

◆◆伍家朗力挫國家隊球手趙俊鵬伍家朗力挫國家隊球手趙俊鵬。。
Badminton AsiaBadminton Asia 圖片圖片

◆◆港足主帥安達港足主帥安達
臣為球員的鬥志臣為球員的鬥志
感到驕傲感到驕傲。。

香港足總圖片香港足總圖片

短說
長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球手9
日繼續在印尼羽毛球大師賽有上佳的表現。東
京奧運四強組合鄧俊文/謝影雪以20：22、21：
5、21：15反勝馬來西亞新秀許邦榮/杜依蔚，
晉級混雙8強；而男單“一哥”伍家朗在經歷
東奧失意、確診新冠等一系列挫折後，終宣告
回歸，他9日以21：9、19：21、21：10淘汰國
家隊（國羽）新銳趙俊鵬，今將與東奧冠軍、
現時排名第1的丹麥名將安賽龍爭奪4強席位。
後者9日以21：10、21：13輕取中國台北的王
子維。

至於另一男單港將李卓耀，則苦戰62分
鐘，以11：21、21：18、16：21不敵中國台北

的周天成，無奈16強止步。
國羽方面，女單兩強陳雨菲與何冰嬌分別

以21：10、21：19和21：14、21：15勝美國華
裔選手張蓓雯及泰國選手凱特松，攜手晉級。
男單的陸光祖以21：12、21：12淘汰韓國選手
許觥熙，成為唯一打入男單8強的國家隊球
手。

另外，女雙“凡塵”組合陳清晨/賈一凡僅
用時40分鐘便以21：9、21：16擊敗東道主新
人組合薩里/羅斯。而年輕的劉玄炫/夏玉婷在
面對另外一對印尼年輕組合蒙加蘭/拉哈尤時，
同樣贏得十分輕鬆，以21：7、21：13的懸殊
比分獲勝。

伍家朗與“鄧謝配”晉大師賽8強

在上一屆韓國光州游泳世錦賽上，中國跳水
隊表現出色，斬獲了全部參賽12個項目的

金牌。去年東京奧運會，中國跳水隊在總共8個
項目中獲得7個冠軍。隨着施廷懋、王涵等名將
悄然隱退，中國跳水隊新生代接班人選開始挑大
樑。此次游泳世錦賽參賽名單中，大部分隊員都
是“00後”，年齡最大的選手是即將年滿28歲的
男子跳台選手楊健和27歲的奧運三金得主曹緣。

全紅嬋 陳芋汐期待巔峰對決
今年以來，中國跳水隊已經完成多次隊內測

驗，包括端午節期間進行的世錦賽前的最後一次
測驗。領隊周繼紅表示：“每次測驗都有一定的
提高，尤其是雙人項目的同步一致性和默契程

度，但是動作的成功概率和動作質量還要進一步
加強。”

測驗賽最引人關注的全紅嬋和陳芋汐在單人
項目中是對手，在雙人項目是搭檔。這一年來身
高長了10厘米的全紅嬋正面對“發育關”，隊內
測驗中她兩次敗於狀態正佳的陳芋汐。姐妹倆能否
在世錦賽上再現“巔峰對決”備受外界期待。

在男、女3米板上也出現了“單人是對手、
雙人是搭檔”的情況，包括曹緣、王宗源以及兩
位年輕女將陳藝文和昌雅妮，他們在幾次單人測
驗中暴露出狀態不穩定的問題，還需調整狀態和
心態迎接世錦賽。此外，傷癒回歸的老將楊健恢
復調整情況不錯，在隊內測試的分數上取得較大
突破。由他挑大樑、年輕選手楊昊和練俊傑組成

的男台雙人組合將在世錦賽得到進一步鍛煉。

為巴黎奧運鍛煉年輕運動員
目前，中國跳水隊正在進行出征前最後準

備。中國游泳協會表示，將以巴黎奧運會為目
標，通過比賽鍛煉隊伍、發現問題、找出短板，
鍛煉年輕運動員參加國際大賽的能力，提高年輕
教練員在國際賽場上的執教水平，保持中國跳水
的優勢地位，力爭取得優異成績。

游泳世錦賽將於6月18日至7月3日在匈牙
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共進行游泳、跳水、花樣
游泳、水球和公開水域5大項目的角逐，這是國
際泳聯最高級別的單項賽事，跳水比賽將於6月
26日至7月3日進行。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中國

游泳協會9日宣布

了即將參加2022

年第19屆世界游泳錦標賽的中國跳水隊名

單，17名選手將參與全部13個項目的角

逐。曹緣、全紅嬋、陳芋汐、張家齊、任

茜和王宗源 6位奧運冠軍榜上有名，其

中，老將曹緣已是第5次出征世錦賽，15

歲的全紅嬋將迎來自己的世錦賽首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足於亞洲盃
外圍賽旗開得勝，向出線目標邁出重要一步，更令
球迷欣喜的是球隊上半場踢出具侵略性的全場緊
迫，成功展現賽前的戰術部署。主帥安達臣認為今
場比賽最可貴的是球隊顯示了極強的爭勝心，隨着
狀態繼續改善，有信心港足愈戰愈強。

港足今次亞洲盃外圍賽之旅可謂波折重重，
球員因港超賽事取消多月來缺賽缺陣，到達印度後
又出現有球員確診及水土不服的情況，不過在數名
主力缺陣下港隊首戰對阿富汗仍然踢出高水平。上
半場的全場緊迫更令人眼前一亮，主帥安達臣大讚
球員鬥志可嘉：“我們到達印度後面對很多問題，
有球員因病或水土不服甚至無法參與操練，但一班

球員從沒想過放棄，在這場比賽拚盡全力，我為他
們感到驕傲。”雖然取得完美開局，不過港隊要爭
取出線仍要面對諸多挑戰，尤其是體能狀態及人員
儲備問題，安達臣坦言有上場球員到比賽尾段已經
力竭，靠着鬥志捱到最後，不過相信隨着比賽狀態
提升，加上病員復出，接下來港隊表現可望有上升
空間。

黃威及安永佳的兩個入球均相當具質素，他
們表示所面對的重重困難令球隊更團結：“人生總
有艱難的時候，但無論面對什麼困難，我們都希望
可以做好自己，團結起來一起奮鬥，會將今場建立
的信心和士氣帶到之後的賽事，向所有球迷證明港
足的能力，讓他們繼續支持和相信我們。”

游泳世錦賽游泳世錦賽
中國跳水隊參賽名單中國跳水隊參賽名單

女子3米板 陳藝文、昌雅妮

女子雙人3米板 陳藝文/昌雅妮

男子3米板 曹緣、王宗源

男子雙人3米板 曹緣/王宗源

女子1米板 林珊、李亞傑

男子1米板 王宗源、鄭九源

混合雙人跳板 朱子鋒/林珊

女子10米台 陳芋汐、全紅嬋

女子雙人10米台 陳芋汐/全紅嬋

男子10米台 楊健、楊昊

男子雙人10米台 楊昊/練俊傑

混合雙人跳台 段宇/任茜

混合團體 白鈺鳴、張家齊

楊

健

陳

芋

汐

曹

緣

全

紅

嬋

新生代挑大樑新生代挑大樑新生代挑大樑

港足拚盡報捷 安達臣：為隊員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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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子天訪談錄-20大最具影響力企業家
2022 年 —20 大最大影響力企業家，頒獎晚會周六在downtown舉辦，主辦方表彰了二十位在過去一年

為大家所作出貢獻的醫生、商人等等。

GMCCGMCC萬通貸款支招小房換大房萬通貸款支招小房換大房

【主持人簡介】：王潔

（Jessie），畢業於華中科技

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一直供職

於國家知名媒體十載，有豐富

的策劃、采訪經歷。先後參與

過《東方時空》、《安全現場

》、《夕陽紅》、《熱線12》

等欄目的采拍製作，並多次獲

得中國中央電視臺《最佳編導

》獎項，個人節目曾多次獲獎

。目前定居於德州休斯頓，任

職於美南國際電視臺擔任新聞

主播、財經主持人。

每周三《美南時事通》

GMCC 萬 通 貸 款 的 創 始 人

James Jin 和他的團隊接受主

持人王潔（Jessie）采訪，分

享很多貸款的實際案例。講述

在目前這種高通脹的狀態下，

消費者最關心的話題，如何讓

自己手裏的錢保值。

GMCC萬通貸款有很多不

同種類的產品，有觀眾咨詢，

如今房市很火，孩子剛工作，

錢不夠，可能經濟上需要支持

，所以在貸款中就會有贈予這

樣的行為， GMCC萬通貸款就

有這樣一款gift fund的產品，

兩者之間有什麽區別？請關註

每周三晚上7點半播出的《美

南時事通》。

其實對於貸款來講，每個

人的情況都是不一樣的，

GMCC萬通貸款要為消費者量

身定製貸款計劃，目前的這種

利率上漲的情況下，在GMCC

萬通貸款依然可以拿到非常好

的利率。在眾多案例，還有很

多不同種類的貸款需求。如果

您目前有計劃搬家購置新屋，

其實並不是一定需要賣掉您現

有的住房來進行第二次購買的

。節目中 GMCC 萬通貸款的

Iris也會給我們解讀相關的貸

款計劃。

目前，萬通貸款除了在加

州、德州、佛羅裏達州，在

22個州都擁有執照並在開拓

業務。而且如今市場通脹，很

多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會認為

買房是一種好的投資選擇。而

GMCC萬通貸款作為資深的貸

款機構非常受建商和房產經紀

人的支持的，貸款計劃比較豐

富，吸引了非常多的合作夥伴

。對每個消費者也會有不同的

產品計劃。如果您有問題咨詢

，歡迎與GMCC萬通貸款取得

聯 系 ， 他 們 的 電 話 是

832-982-0868。歡迎收看我

們每周三晚上 7 點半播出的

《美南時事通》，聽專業人士

分析貸款技巧。



AA1212廣告
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       Saturday, June 11, 2022


	0611SAT_A1_Print.pdf (p.1)
	0611SAT_A2_Print.pdf (p.2)
	0611SAT_A3_Print.pdf (p.3)
	0611SAT_A4_Print.pdf (p.4)
	0611SAT_A5_Print.pdf (p.5)
	0611SAT_A6_Print.pdf (p.6)
	0611SAT_A7_Print.pdf (p.7)
	0611SAT_A8_Print.pdf (p.8)
	0611SAT_A9_Print.pdf (p.9)
	0611SAT_A10_Print.pdf (p.10)
	0611SAT_A11_Print.pdf (p.11)
	0611SAT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