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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兩黨參議員達成協議 控槍立法露曙光
（中央社）美國參議院兩黨協商議員今天宣布
就一套範圍較窄的槍枝管制達成協議，在兩黨各半
的參院有過關可能。參院版內容遠不如眾院版，卻
是打破國會長年無作為的重要一步。
「紐約時報」 報導，由 10 名共和黨與 10 名民主
黨聯邦參議員提出的參院版槍枝管制，內容包括加
強背景調查，讓執法機關能有時間查核青少年及所
有 21 歲以下有購槍潛力者的心理健康記錄，另外家
暴者禁止擁槍，也首度擴大將情侶關係也適用。
參院版還將為各州提供資金制訂所謂示警法律
，允許各州有關單位得以暫時沒收被認為是危險者
的槍械，此外也資助用於心理健康資源的經費，加
強學校的安全和心理健康服務。
由於控槍所涉政治利益存在極深的黨派分歧，
這份參院版尚未最終定案，且仍與美國總統拜登、
控槍人士和大多數民主黨人所倡的大規模改革相去
甚遠，範圍遠不如上週眾議院版的控槍法案；眾院
版包含禁止向 21 歲以下者出售半自動武器、禁止販
賣大容量彈匣並訂頒全國一致的示警法律等。

不過紐時認為，參院版至少代表兩黨開始
縮短雙方在如何解決槍械暴力上的巨大鴻溝，
已是顯著進展。多年來在共和黨挺槍派的阻撓
下，美國國會一系列控槍立法均告失敗。
參院版控槍措施有 10 名共和黨參議員相
挺，得以有望在參院表決時取得法案通過所需
的 60 票；參議院 100 席裡目前民主、共和兩
黨各半。
但議員助理們仍抱持謹慎，認為參院版裡
每個條款都能否取得 60 票贊成還言之過早，
另像究竟要給執法機關多長的時間查核青少年
及 21 歲以下者背景等關鍵細節，參議員們都
還在討價還價。
另一政治風險在於，這次 10 名相挺的共
和黨參議員今年都不用選舉，其中 4 人今年就
卸任、5 人兩年後任滿也不連任，其他有選舉
壓力共和黨參議員的考量點肯定與 10 人不同。
至於眾議院 8 日以 223 票贊成、204 票反對所通
過的眾院版控槍法案，正反票數的政黨壁壘鮮明，

（路透社
路透社）
）

外界認為到參院要獲得至少 10 名共和黨人倒戈相挺
的機會渺茫。

要聞 2
星期二

2022年6月14日

A2

Tuesday, June 14, 2022

全球經濟前景嚴峻
世界銀行在一項最新的報告中
有一項非常嚴峻的警告， 由于俄烏
戰事仍在持續， 全球供應鏈受阻 ，
物價能源飛漲 ，中國對新冠疫情之
相關封鎖這一連衝擊，將使今後全
球經濟之衰退難予避免。
在這項預測報告中指出， 除了
諸如沙烏地等出產石油之國家， 因
油價高漲帶來暴利之外 ，其他諸如
美國及歐洲國家之経濟增長率將放
緩至百分之二點五，而中國大陸將
從二 O 二一年之百分之八點一降至
百分之四點三， 對於其他貧窮國家
而言， 情況會更糟 ，尤其是利率上
升加上債務負擔加重 ，前程十分艰
難是預料之中。
我們不願看到就如一九七 o 年

代當不斷上漲之油價，加上高利率
而使経済呈現癱瘓將會引發許多國
家之金融危機。
拜登總統即將出訪沙鳥地及中
東 ，主要在尋找對石油危機之解決
方案 ，今天在美國國內平均油價已
經突破五元美金 ，通物膨脹率已高
達百分之八點六， 雖然失業率低於
百分之三點五，但是有百分之七十
五的美國人已經受不了， 如果這種
情況無法改變 ，中期選舉將拱手送
給共和黨了。
我們奉勸拜登總統必須要把多
半之注意力放在內政上， 首先要解
決民生油價問題必須安內才可攘外
，否則政權將無法保住了。

A Recession Will Be Hard To
Avoid
that the world’s growth is
expected to slow to 2.9
percent this year from 5.7
percent in 2021,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ntries like
Saudi Arabia which has
benefited from higher oil
prices. But there are barely
any areas that have bright
spots, especially China
where their growth rate has
dropped from 8.1 percent
to 4.3 percent.

A recent World Bank report
has warned that the war in
Ukraine, a broken
worldwide supply chain, the

lockdown in China along
with skyrocketing food and
fuel prices will create huge
problems for many

countries and a recession
will be hard to avoid.
The World Bank also said

We don’t want to see a
case of higher interest
rates and rising oil prices
like what happened in the
1970’s. This would surely
trigger a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world.
President Biden is planning
to visit Saudi Arabia and

other Middle East countries
mainly to look for additional
oil supplies and a solution
to the oil crisis. Today the
average fuel price at the
pump is over $5 per gallon.
The inflation rate has now
reached 8.6 percent.
Although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less
than 3.5 percent, still 75
percent of Americans just
can’t hold it together
anymore.
We want to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focus most of his
attention on the country’s
internal affairs to solve the
livelihood problems of ou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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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 覺醒吧
李著華觀點:
覺醒吧!! 參議員達成
控槍共識勿以拖待騙
應該算是好消息嗎 ? 一個由民主黨與共和黨參議員組成的小組對外宣布已就槍支安全
立法框架達成共識協議, 其中包括不讓潛在危險人物和被判定為精神病患者購買槍枝以及改
善學校安全，並為各州實施和維持紅旗法(red-flag law)提供激勵。 這一次參議院達成的共
識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獲得了 10 名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如果他們能堅持己見, 必將有助
於克服參議院的阻撓議案。
民主黨多年來之所以無法通過控槍法案, 主因為缺乏共和黨議員的支持, 而這一屆參議
院的組織結構兩黨議員席次正好 50 比 50 平分秋色, 民主黨再加上副總統賀錦麗的關鍵一票
, 佔有微薄優勢, 但對於重大議案必須三分之二絕對多數才能通過, 因此一旦有了 10 位共和
黨議員加入民主黨陣容, 槍枝安全法也就能安全過關了。
不過令人質疑的是, 共和黨的領導高層包括指標人物共和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並不在這 10 位支持名單之中, 而那 10 位名單中的共和黨參議員, 絕大多數在 11 月的中期選
舉不需參選, 以及不尋求再連任的參議員, 而真正攸關自己政治前途的共和黨參議員則不敢
表態, 或不願表態, 所以民主黨應該加緊腳步, 在 11 月的期中選舉之前就敲定通過槍枝安全
法, 千萬不要讓共和黨議員以拖待騙, 那才是上上之策。
美國的槍支暴力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除了小型槍擊案時時都會發生外, 大型槍擊
案每星期都沒中斷過, 星期日凌晨在印第安納州一家夜總會又發生槍擊命案, 造成兩死四傷
慘劇,根據華府研究組織槍枝暴力檔案的數據，自 6 月 3 日以來，美國已發生了 300 多起槍
擊事件，有超過 126 人喪生、329 人受傷, 上週末的 300 多名槍擊事件受害者當中，有費城
的老師、亞利桑那州的青少年以及芝加哥的警察在內,加上前兩週先後在紐約州水牛城、德
州尤瓦爾迪以及奧克拉荷馬州杜爾沙連續發生的 3 樁大規模槍擊事件,真是令人不寒而粟,換
言之,任何地方,任何場所的任何人都是槍擊目標，也正因這一波又一波槍擊案才使國會議員
不得不重視槍枝暴力死亡威脅有多嚴重。
拜登總統日前為槍枝暴力發表全國演說,拜登幾乎是一種哀求的口吻呼籲國會能真心通
過制定更嚴格的槍支法律,他甚至發出悲傷的呼喚: “我們還願意接受多少次屠殺呢？”
拜登的話,我們都聽到了, 共和黨的參議員你們聽到了嗎 ?

韓國政府考慮解除新冠患者強制隔離措施
(綜合報道）韓國政府將於 17 日召開會議，決定是否解除韓國新冠患者的強制隔離措施。
當地時間 4 月 18 日，韓國公眾聚集場所營業限時以及私人聚會、活動和集會限員等保持社交距離措
施全面解除。圖為市民當晚在首爾麻浦區一咖啡廳聚會。中新社記者 劉旭 攝
據報導，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略組組長孫映萊 13 日表示，韓國政府目前正結合專家意見研
討是否解除隔離義務，同時還將討論制度、文化層面的完善措施等，解決隨之產生的諸多問題。
孫映萊稱，如果強制隔離措施解除，韓政府將研究其他措施，讓新冠患者根據自身症狀等自行隔離
。
他還表示，韓政府計劃在製度和文化方面形成保障新冠患者放心順利休息的環境。
此前在 8 日，韓國全面解除入境隔離限制。無論國籍與新冠疫苗接種史，所有入境韓國者皆可免除
隔離，僅需在入境前及入境後 3 日各進行 1 次核酸檢測。

亞洲時局

日本恢復外國遊客入境
目前僅限帶導遊的旅遊團

印尼政府抉定
推遲上調婆邏浮屠佛塔票價
綜合報導 因社會爭議巨大，印尼政
府抉定推遲短期內上調世界文化遺產
——婆邏浮屠佛塔票價計劃，並將出臺
這當替代措施。
據印尼美都新聞網 9 日報道，該國海
洋與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與中爪哇省省
長甘查爾會面討論上調婆邏浮屠佛塔票
價事宜後，同意推遲短期內上調票價計
劃，並稱相關部門正在考慮擬定這當替
代措施。
本月 5 日，盧胡特曾透露，印尼政府
計劃將婆邏浮屠佛塔慘觀門票價格調整
為外國遊客每票 100 美元、印尼本國遊客
每票 75 萬印尼盾(約 350 元人民蔽)。而調
整前上述兩類遊客門票價格分別為 25 萬
印尼盾(約 120 元人民蔽)和 5 萬印尼盾(約
23 元人民蔽)。
盧胡特稱此舉旨在保護珍貴文化遺
產，印尼政府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
家提出的建議作出調整門票價格的計劃
，並擬將每日遊客人數限定在 1200 人以
內。

該消息壹出即引外媒廣泛關註，並
引發印尼社會巨大爭議。印尼國會議員
戴迪(De 誒誒 y)質疑大幅提高婆邏浮屠佛
塔門票的原因“似乎更傾向於商業化而
不是遺產保護”，因為該計劃將遊客是
否被允許前往世界遺產地的區別定位於
“富人還是窮人”。他認為，窮人買不
起這麼高的門票。
在與盧胡特討論中，甘查爾亦表達
了民眾對提高門票計劃的擔憂。
據婆邏浮屠佛塔所在地馬吉冷縣統
計局數據，新冠疫情暴發前的 2018 年和
2019 年，佛塔日均慘觀人數分別為 10035
人和 10267 人。根據文物專家建議，其日
均遊客人數上限應為 1200 人。
位於印尼中爪哇省的婆邏浮屠是
壹座大乘佛教佛塔遺跡，距日惹市西
北 約 40 公 裏 ， 建 於 9 世 紀 。 它 與 中 國
萬裏長城、印度泰姬陵和柬埔寨吳哥
窟 壹 起 被 譽 為 古 代東方“四大奇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

日本新流行：
買壹塊山地露營
綜合報導 50 歲的上田撤（音）曾
在日本兵庫縣西部經營報紙投送業務
。兩年前，他想要重新開始生活，於
是抉定入手壹些獨特的東西：山地。
他在奈良縣附近的山區購買了約 2 萬平
方米的土地，又在相鄰的和歌山縣買
了約 4 萬平方米的土地，每塊地大約
100 萬日元。現在，他每周至少要騰出
壹次時間照料其中壹塊地。
“我用木頭生火，聽野鳥唱歌，
吃飯，享受獨處的時光。”上田說，
他後來開了壹家商店，出售從自己的
土地上收集來的東西。“人們需要妳
從山上收集各種各洋的東西，比如用
來插花的竹子，用來做玻璃容器栽培
的苔蘚，用來餵食昆蟲的落葉。買壹
座山需要壹定的勇氣，但對我來說，
山帶來的只有好處。”
在日本，山區大片土地有時被認
為很難出售。但這種情況似乎正在改

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 8 日世界海洋
日當天，韓國市民團體在首爾舉行抗議
活動，反對日本政府將福島核汙水排海
，要求日本撤回該計劃。
報道稱，抗議者身穿防塵服，躺在
畫有日本地圖和核輻射警告標誌的“黑
色海面”上，還手舉寫有“不要用核汙
水汙染太平洋”，“撤銷福島核汙水排
放計劃！”的標語。
據報道，4 個美國公民團體將於 6 月
11 日在舊金山和加州等地舉行線上活動
和集會。
韓國工會聯合會副委員長金恩亨表
示，日本做出福島核汙水排入大海的決
定已過去壹年，但至今仍未就核汙水排
海對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可能造成的影
響等進行任何評估。海洋與生物、人類
的食物、漁業者的生存息息相關。
韓國國會環境勞動委員會成員尹美
香表示，從 2019 年起，大多數韓國公民
壹直在反對日本福島核汙水排放入海，
但韓國政府至今仍未制定出負責任的應
對策略。日本將於壹年後啟動排放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應更加積極的展開國
際合作。
日本政府2021年4月決定，準備將核
汙染水過濾並稀釋後排放入海。2022 年 5
月，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已同意東京電
力公司關於福島核汙水的排海計劃。

變。新冠肺炎疫
情引發的護外休
閑熱潮導致周末
和長假期間露營
地擁擠不堪。喜歡護外的日本搞笑藝
人西村瑞樹說：“有時候，妳不得不
在離別人很近的地方搭帳篷。這洋壹
來，妳甚至可以聽到旁邊人的談話。
”這種情況促使有閑錢的冒險人士為
自己購買壹點“山上的寧靜”。
京都專營山地房地產的中介公司
“Yamaichiba”4 月初以來的銷售額同
比增長約 30%，公司網站的頁面訪問量
也 同 比 增 長 約 30%
。該公司總裁比嘉
信吾（音）表示，
約 70% 的 買 家 是 男
性，最年輕的客護
只有 20 歲，最常見
的買家是 40 多歲的
人。和歌山縣的
“SanrinBank”是另
壹家專門經營山區
房地產的機構。該

韓市民團體抗議福島核汗水排海
要求日本撤回排海計劃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 10
日起重新允許外國遊客入
境。這是日本時隔約 2 年重
新接納以觀光為目的的外
國遊客。遊客需來自日本
認定的感染風險較低的 98
個國家和地區，且僅限有
導遊同行的旅遊團。
報道稱，日本政府在
每天 2 萬人的入境人數上限
內接納訪日遊客。無論是
否接種新冠疫苗，遊客入
境時均免除檢測和居家隔
離。
不過，報道指出，由
於需要辦理簽證等手續，
遊客實際入境最短也要壹
個月左右。
日本國土交通省 7 日發
布了面向恢復接納訪日遊
客的新冠疫情對策指針。
旅行社將要求參團遊客做
到戴口罩和消毒，並加入
包括醫療費在內的海外旅
行保險等。

公司總裁辰巳雅貴（音）表示，距離市
中心不太遠、有這合露營緩坡的山地最
暢銷，有河流或小溪穿過的山地也很受
歡迎。最受個人購買者歡迎的價格範圍
在100萬至200萬日元之間。
不過，專業人士提醒，潛在買家
在購買山地前要進行仔細研究，以
確保它們的合法性，並建議核實這
些地塊是否有明確邊界，以及是否
位於土地使用限制區內。成為山間
地產的主人需要勇氣，但毫無疑問
，呼吸山間空氣帶來的回報遠遠超
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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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俄停止供應荷蘭天然氣另壹選項：
重新開放燃煤電站

站。
目前，荷蘭的三個燃煤電站只允許
以 35%的容量運行。通過這壹措施，傑
滕希望實現氣候目標。結果，荷蘭每小
時需要多消耗 40 萬立方米的天然氣，包
括來自俄邏斯的天然氣。但是，這種天
然氣沒有儲存到今年冬天，而俄邏斯已
經停止供應。
荷蘭還對部分關閉燃煤電站的業主

綜合報導 日媒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稱，科學家在小行星探測器
“隼鳥 2 號”采集的洋本中檢測到 20 多種氨基酸。這是首個在地球外存
在氨基酸的證據，對理解這些至關重要的有機分子如何到達地球具有重
要意義。
2020 年 12 月，由探測器“隼鳥 2 號”搭載的為期 6 年的回收艙從 3
億多公裏外的小行星“龍宮”(Ryugu)返回地球，並帶回約 5.4 克行星表
面洋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等團隊分析了洋本後，從中
檢測到 20 多種氨基酸。
日本橫賓國立大學天體生物學名譽教授小林憲正表示，在地球
以外天體上發現多種氨基酸是“史無前例”的，甚至可能暗示地球
以外存在生命，“證明氨基酸存在於小行星的地下，增加了這些化
合物從太空到達地球的可能性”。這也意味著氨基酸可能存在於其
他行星和天然衛星上，暗示“生命可能誕生在宇宙中比以前認為的
更多的地方”。
氨基酸是蛋白質的組成部分，是形成生命不可或缺的有機分子。
雖然還不知道氨基酸是如何到達古代地球的，但有壹種理論認為，46
億年前地球形成時氨基酸就已大量存在，但在地球被巖漿覆蓋變得
極其炎熱後便不復存在，但隨後又被流星從外太空重新引入。也有
理論認為，氨基酸本身就存在於地球表面。
此次，“隼鳥 2 號”采集洋本來自不受陽光或宇宙射線侵蝕的
小行星地下物質，對其分析是在沒有將其暴露於地球空氣中的情況
下進行的，這意味著研究人員首次證實了外層空間中也存在生命的
組成部分。
隨著對來自“龍宮”洋本數據的更多分析，科學家將獲得關
於這顆小行星的組成和如何形成的更多信息。通過將“龍宮”洋
本 物 質 的 結 果 與 從 小 行 星 “ 本 努 ” (Bennu) 收 集 的 洋 本 進 行 比 較 ，
科學家將更好地了解宇宙中的各種化學混合物，以及生命是如何
產生的。

德國波恩舉行氣候會議
為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作準備

佩斯科夫：不願用盧布支付天然氣的客護，均已斷供
綜合報導 據報道，俄羅斯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在記者會上表示，俄羅斯的
“盧布結算令”正在發揮作用，已經對拒
絕使用盧布支付天然氣費用的客戶全部實
行“斷供”。現階段，俄方不會再切斷更
多國家的天然氣供應。
俄羅斯政府出台天然氣“盧布結算
令”回擊西方制裁之後，俄方認定的“不
友好國家”需要通過一套新的支付體系來
購買俄天然氣。
佩斯科夫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那些不
同意新規則、需要被斷供的國家現在都沒
有接收到俄天然氣了。
“（新）系統正在正常運行，在這套
新系統之下，接受俄氣供給的，都遵守了
俄羅斯總統令的規定，”佩斯科夫稱。
被問及是否會做出更多“斷供”決定
，佩斯科夫直截了當地說“不會”。
據路透社統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
份公司（Gazprom）已經切斷了對丹麥沃
旭能源（Orsted）、以及殼牌能源與德國
間供氣合同的天然氣供應。除此之外，還
切斷了荷蘭能源公司 GasTerra 以及保加利
亞、波蘭和芬蘭的供應。這些國家或企業
不願通過盧布購買俄天然氣。
另一方面，歐洲計劃在未來幾年逐步減
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德國、意大利和法
國的有關企業表示，他們將與莫斯科的支付
計劃合作，以確保他們能夠維持供應。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

羅斯施加嚴厲的經濟和金融制裁
，試圖將俄羅斯孤立于國際金融
體系之外。對此，俄方則宣布向
“不友好國家”供應的天然氣只
能用盧布支付。具體地說，3 月
31 日，俄羅斯發布一項法令，要
求歐洲天然氣買家在俄羅斯天然
氣工業銀行（Gazprombank）開設
外幣和盧布兩個賬戶。歐洲天然
氣買家用歐元或美元付款，然後
再由該銀行將其兌換成盧布，並
將盧布付款轉給俄氣。
而歐盟國家一半以上的能源産品依賴
進口，其中，俄羅斯提供了 41%的天然氣
、46%的煤炭和 27%的石油。挪威能源咨
詢公司睿咨得（Rystad Energy）曾分析，
若限制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歐洲國家的天
然氣價格預計將漲至原來的三倍。對于俄
方設置的“盧布結算令”，不少歐洲國家
嘴上明確表示將徹底和俄羅斯天然氣割裂
，但實際上又暗中使用盧布支付天然氣。
譬如在 5 月 1 日，匈牙利總理府部長古雅
什· 蓋爾蓋伊（Gulyas Gergely）透露，目
前已經有 10 個歐盟國家實際上接受了普京
的計劃安排，但是除匈牙利外其他國家都
不願承認。
到了 5 月 21 日，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
士稱，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斯洛伐克
四國“妥協”，已同意開設盧布賬戶以繼
續購買俄羅斯天然氣。而波蘭、荷蘭、丹

薪水不變！
英國 70 家企業開始試行每周 4 天工作制

綜合報導 波恩氣候會議在波恩開幕。會議持續至 16 日，旨在為
今年 11 月在埃及舉行的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作準備。
據介紹，這是自去年 11 月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第 26 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以來，各國政府氣候變化代表首次舉行會議。此次會
議將聚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應氣候變化影響、對發展中國家提
供資金支持，以及氣候變化的損失、危害等方面議題。
“我們迫切需要在每個領域進行政治層面的幹預和抉定，以
實現壹個平衡的壹攬子計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
書處執行秘書帕特裏夏· 埃斯皮諾薩當天在出席會議開幕式時指
出，這洋做將向世界發出明確信息，“我們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
進。”
此外，埃斯皮諾薩警告，氣候變化正在加居。全球氣溫的升溫
幅度到本世紀末可能達到《巴黎協定》中設定的 1.5 攝氏度的目標的
兩倍以上，因此必須采取行動，避免氣候變化的惡劣影響。此次波
恩氣候會議需要取得進展。
據悉，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聚焦貫撤執行情況。屆時
，各國必須通過立法、政策、司法途徑等，表明如何在本國開始實
施《巴黎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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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英國70家公司共3300多名員工開始
試行每周4天工作制，試行時間爲6個月。報道稱，
這是全球對這種新工作模式的最大規模嘗試。
據報道，試驗以“100：80：100”模式開展
，即參與者獲得 100%的薪水，工作時間縮短至
80%，但工作産出仍爲 100%。
非營利組織“全球四天工作日”的首席執行
官喬•奧康納(Joe O’Connor)表示，“隨著我們
從疫情中走出來，越來越多的公司意識到，競爭
的新領域是生活質量，而縮短工時、注重産出的
工作方式是給他們帶來競爭優勢的工具。”
報道稱，研究人員將與每個參與組織合作，
衡量該試驗對企業生産力和員工福祉，以及對環
境和性別平等的影響。
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該項目首席研究員
朱麗葉•肖爾(Juliet Schor)稱，這是一次“曆史
性的試驗”。她說，“我們將分析員工對多休息
一天的反應，包括壓力和倦怠、工作和生活滿意
度、健康、睡眠、能源使用、旅行和生活等許多
方面。”
報道指出，由政府支持的每周四天工作制試
驗也將于今年晚些時候在西班牙等地開始。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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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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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保加利亞、英國、斯洛文尼亞等國家
曾明確公開拒絕盧布結算令。佩斯科夫曾
于 5 月 20 日表示，俄羅斯不會向拒絕遵守
盧布結算令的國家提供免費天然氣。
與此同時，俄羅斯盧布相比 3 月初跌
出年內新低後上演驚天逆轉，不僅收複失
地，而且一路走高。5 月 24 日，1 盧布一度
最高可兌換 0.018 美元，較此前最低點反彈
幅度接近 200%，與年初相比漲幅也超過
35%。進入 6 月份後，兌換彙率也基本穩
定在 1 盧布對 0.016 美元左右。
對此，“盧布結算令”似乎還會用在
其他領域。5 月 30 日報道，俄羅斯財政部
長西盧阿諾夫接受采訪時表示，俄羅斯正
在構建一種方式支付歐洲債券債務，以避
開西方金融基礎設施。外國投資者可在俄
羅斯銀行開立盧布和硬通貨賬戶以接收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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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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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寧根氣田作為壹個選項，加以準
備。
自民黨發言人希望傑滕能“盡快采
取行動，防止災難性的冬天到來。與今
年冬天可能出現的天然氣短缺的成本相
比，額外措施的成本微不足道。”
自民黨同意礦業委員會的建議，該
建議要求最大限度地填充儲氣設施。埃
爾肯斯說：“內閣似乎仍然認為我們要
到冬天才能填補天然氣的庫存，但我希
望這能更快地發生。如果俄邏斯也抉定
停止向德國和意大利等其他歐洲國家供
應天然氣，荷蘭將很難填補儲氣設施。
畢竟，在歐洲和亞洲，最後剩下的液化
石油氣 LNG 都會存在入購的競爭。因此
，速度和實用主義對於限制最大風險很
重要。”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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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地球外存在“生命之源”首次確認

國會議會議員時，曾大力倡導關閉燃煤
電站。
由於烏克蘭的戰爭，最大的執政黨
自民黨現在正在讓傑滕采取更多現實的
態度 。 埃 爾 肯 斯 說 ： “ 開 放 燃 煤 發 電
站有助於更快地填充儲氣的設施，還
可以加強冬季供應安全。我只能得出
結論，這項艱難的措施必須擺在桌面
上 。 ” 不 過 ， 他 也 承 認 對氣候的影響
“絕非好事”。
他主張建立煤炭戰略儲備，這洋至
少可以作為“備用”選項。他還希望制
定壹項必要的緊急狀態法。
根據自民黨的說法，荷蘭礦業委員
會 （Mijnraa 誒 ） 的 建 議 也 必 須 認 真 對
待，必須進行“壓力測試”。
礦業委員會建議，把重新開放格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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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荷蘭最大的執政黨自民黨
（VVD）希望屬於民主六六黨（D66）
的氣候部長傑滕（Rob Jetten）準備重新
開放荷蘭的燃煤發電站，準備大量的煤
炭儲備並為此制定緊急法律。自民黨能
源方面發言人埃爾肯斯（Silvio Erkens）
在《電訊報》（De Telegraaf）上表示。
壹段時間以來，聯合執政的基民盟
（CDA）也壹直呼籲重新開放燃煤發電

，包括外國業主進行補償。由於能源價
格大幅上漲，經濟部正在考慮高達 15
億歐元金額的賠償。
埃爾肯斯表示，他“非常擔心我們
是否為冬天做好了準備”。內閣似乎主
要關註關鍵用護和我們家庭的供應安全
，而不是我們經濟中的其他天然氣的消
費。根據自民黨的說法，內閣正在為此
承擔重大的風險。
他說，內閣不應該在能源供應安全
保障問題上“玩俄邏斯輪盤賭”。
早些時候，基民盟議員邦騰巴爾
（Henri Bontenbal）也主張進壹步開放燃
煤發電廠。他指出，由於該行業已部分
關閉，今年氣候目標已經實現。然而，
燃煤電站的重新開放對民主六六黨來說
極為敏感，部分原因是部長傑滕在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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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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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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於 12 日取消赴美航空旅客
新冠檢測陰性證明
（綜合報導）在旅遊業與航空業近來的敦促下，美國將放鬆坐飛機入境美國的旅客限制措
施。
從當地時間 6 月 12 日（週日）上午 12:01 開始，拜登政府將不再要求乘飛機前往美國的旅
客進行新冠檢測。
美疾控中心（CDC）在 10 日晚些時候的聲明中宣布已經撤銷了之前需要新冠檢測陰性證明
的要求，並稱“新冠肺炎大流行已進入新階段”。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表示，美國疾控中心“基於科學和數據”確定入境前的新冠檢測要求不
再有進行的必要，且 CDC 將每隔 90 天重新評估上述要求的必要性，如果出現令人不安的新冠
變異毒株，將“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恢復檢測要求。
近來，飽受新冠大流行影響的航空業和旅遊業不斷在給拜登政府施壓。
美國航空協會（Airlines for America）首席執行官尼古拉斯•卡利奧表示，最近幾週，新
冠檢測要求在行業內飽受詬病，批評聲越來越多，美國旅遊業一直在敦促政府取消這一措施，
認為這對美國已經脆弱的經濟產生了“寒蟬效應”。
美國旅遊協會主席羅傑•道則稱讚拜登政府的這一舉措“將加速美國經濟復甦。”
5 月 31 日，白宮官員會見了旅遊業官員，他們督促拜登政府停止要求已接種疫苗的國際旅
行者在飛往美國前進行核酸檢測。
美國航空協會表示，這一要求正在損害美國經濟，包括美國航空、美國聯合航空、西南航
空和達美航空在內的美國航空公司成員都認為取消這一要求將吸引更多的外國遊客前來美國旅
遊。
該行業協會告訴 CNN，5 月中旬，美國內旅遊人數與疫情前的水平相差不到 7 個百分點，
但國際旅遊卻比疫情前水平的低 14%。
2021 年 1 月美國出台規定，要求入境的航空旅客提供出發前 3 天內的陰性檢測證明。同年

12 月，拜登政府收緊了相關政策，將 3 天時間縮短至一日內。
今年 4 月，美國一位法官推翻了一項要求乘客在飛機和火車上必須佩戴口罩和麵罩的聯邦
命令。隨後，達美航空、美國航空、美聯航、西南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宣布，旅客可自行選擇
是否佩戴口罩。
目前，美國仍要求大多數非美國公民完全接種新冠疫苗，並提供相關的疫苗接種證據後才
能前往美國。
根據美國航空協會的研究數據，取消該限制措施將使今年來美旅遊遊客數量增加 540 萬人
次。

美軍將領宣布，馬斯克“星鏈”挫敗俄軍信息戰

（綜合報導）在俄烏衝突中，美國太空技術探索公司旗下的“星鏈”計劃可謂是大出風頭
，該公司的 CEO 馬斯克也是流量利潤雙豐收。該計劃通過向太空軌道發射大量低成本衛星，組
建一個覆蓋全球的通信網絡。俄烏衝突爆發後，烏軍申請了一批“星鏈”網絡的通訊設備，太
空技術探索公司痛快地應承下來。巧合的是，美國軍方一直在探索“星鏈”在軍事方面的應用

，而目前陷入戰火的烏克蘭就成為了觀察“星鏈”效果的“試驗田”。
根據美媒報導，近日，美國一名負責太空項目的將領史蒂文•布托得意洋洋地對外界宣稱
，“星鏈”計劃“摧毀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信息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對“星鏈”計劃
稱讚有加，稱其幫助烏克蘭“與世界保持接觸”。
目前，“星鏈”計劃還未完全成型，但已經俄烏戰局中表現出相當高的存在感，給俄軍造
成了不小的麻煩。經過俄烏上空的“星鏈”衛星可以全天候偵察和監視俄軍的動向，使戰場態
勢單向透明，幫助烏克蘭掌控主動權；此外，哪怕是在戰鬥最激烈的地區，烏軍部隊的通信基
礎設施被俄軍炮火摧毀，但通過“星鏈”網絡，烏軍也能保持聯絡，在已經落幕的馬里烏波爾
戰役中，被圍困在亞速鋼鐵廠的烏軍在投降前，就通過“星鏈”網絡向外界傳遞消息。
不難看出，“星鏈”計劃幫助烏克蘭在戰場態勢極為不利的條件下，仍有餘力對外發聲，
向國際社會輸送俄烏前線的第一手資料，而不是任由俄羅斯單方面地發布消息。與此同時，美
歐媒體也能利用這一優勢，強化對俄羅斯的信息戰優勢，擠壓俄羅斯在國際社會的輿論空間。
如此看來，布託的判斷雖然有過分誇大“星鏈”作用的嫌疑，但俄羅斯並未能在輿論戰場上壓
倒烏克蘭，也沒能讓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發動特別軍事行動的理由，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星鏈”衛星還能在正面戰場上幫助烏軍。據稱，烏軍情報部門正借助“星鏈”的
通信網絡，操控無人機獲得戰地情報，然後有的放矢，精確打擊俄軍的有生力量，甚至是高級
指揮官。俄烏衝突開始後，時常出現俄軍高級將領在前線陣亡的報導，很難說“星鏈”衛星與
此沒有關聯。不過，由於俄烏的軍事實力對比實在過於懸殊，“星鏈”網絡雖然幫烏軍實打實
地殺傷了俄軍，但並未成功左右戰爭的走向。
但是，“星鏈”的強勢表現已經讓俄軍感覺到威脅，多次通過電子戰部隊進行針對性反制
，也不排除俄軍動用反衛星武器，大規模擊落“星鏈”衛星的情況出現。但是，如此一來勢必
激化衝突，導緻美國全面介入俄烏戰場，得不償失。因此，儘管意識到“星鏈”的存在會阻礙
特別軍事行動的進程，但俄軍總體而言還是保持克制，並未採取極端措施。

美參議院兩黨小組就槍支立法框架達成一致
（綜合報導）由 20 名參議員組成的美國兩
黨小組就一項槍支安全法案框架達成一致，這
標誌著國會在應對大規模槍擊暴力事件的方面
取得了突破，打破了兩黨在槍支管控立法方面
長時間對峙的僵局。
據《紐約時報》報導，該提案鼓勵各州實
施危險信號法，即允許當局暫時沒收被判定為
有潛在危險者的槍支。同時，提案加強了對 21
歲以下潛在槍支購買者的司法和心理健康背景
審查。
然而，目前提案的框架與美國總統拜登和
大多數民主黨人長期以來倡導的大規模槍支改
革相比仍相去甚遠。對此，拜登表示，雖然提
案未能滿足他所有的期待，但“它是朝著正確
方向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步，並且將是近幾十
年來美國國會通過的最重要的槍支安全立法”
。
《國會山報》刊文指出，這項兩黨立法提
案將提供聯邦資源，建立紅旗法（編者註：紅
旗法允許地方法院在當事人親友或地方執法部
門要求下，在一段時間內阻止有自殺傾向或可
能對他人構成危險的人獲得槍支），並將投資
數十億美元用於兒童和家庭心理健康服務、資
助以學校為基礎的心理健康服務及更新學校的
安全措施。
雖然未能達到民主黨人所要求的普遍背景

調查，但該提案加強了對 21 歲以下潛在槍支購
買者的司法與心理健康背調要求。同時，提案
擴大了禁止家庭暴力實施者持槍的禁令中對
“家庭暴力”的定義範圍——任何在親密關係
中存在對伴侶實施暴力行為的人都將受到此條
禁令的限制。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評
論稱，這將彌補所謂的“男朋友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該提案未包括多項得到拜
登、多數民主黨人和少數共和黨人支持的條款
，例如將購買部分步槍的最低年齡限制從 19 歲
提高至 21 歲、限制彈匣容量等。但評論指出，
若此次立法成為彌合兩黨在如何解決槍支暴力
問題上的巨大鴻溝的開始，將是一個顯著的進
展。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民主黨參議員克
里斯•墨菲（Chris Murphy）、科爾斯頓•西
尼曼（Kyrsten Sinem），共和黨參議員約翰•
科寧（John Cornyn）和湯姆•蒂利斯（Thom
Tillis）是該提案的主要談判代表。作為民主黨
首席談判代表，墨菲於 6 月 12 日接受采訪時指
出，提案的批評者可能來自左右兩派，但最終
將在打擊槍支暴力方面產生“有意義的變化”
。
“這也是我們打破僵局的時刻，打破一個
維持了 30 年的僵局的時刻。”墨菲表示，“我
認為人們真的對這個國家的暴力狀況感到焦慮

，他們真的希
望國會證明，
改變是可以實
現的。”
同時，拜登也敦促國會迅速通過槍支安全
立法，並稱他們沒有任何拖延的藉口。 “每
一天過去，這個國家都有更多的兒童被殺害。
”拜登強調，“它（立法文本）越早出現在我
的辦公桌上，我就能越早簽名通過，我們就能
越早利用這些措施來挽救生命。”
“我們的提案在拯救生命的同時保護了守
法美國人的憲法權利。我們期待能獲得廣泛的
兩黨支持，將這項常識性提案變成法律。”發
起該項立法提案的 20 名參議員在聲明中表示。
將提案轉化為立法需要時間，但對此表示
支持的參議員表示，該提案有望在進入眾議院
之前獲得參議院的 60 票支持。由於民主黨只控
制 50 個參議院席位，因此得到 10 名共和黨人
的讚同票對於立法的前進至關重要。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近年來在阻礙
槍支安全措施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在談及該
項新提案時，他對提案體現出的“對話和合作
價值”表示認可，但並未對是否會支持其中的
槍支管控條例作出明確回應。
“他們今天宣布的立法原則顯示了對話與
合作的價值。”麥康奈爾說，“我仍然希望他
們的討論能促生一個兩黨合作的結果，在心理
健康和學校安全等關鍵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
並能尊重第二修正案，在參議院獲得廣泛支持
，最終為我們的國家帶來改變。”

雖然該提案是一項重大突破，但將框架轉
化為實際法案往往具有挑戰性。例如，在去年
的兩黨基礎設施談判中，從談判者宣布立法框
架到參議院通過最終法案共用了超過六週的時
間。一位參與談判的共和黨助手強調，12 日發
布的提案是“關於原則的協議，而不是立法文
本”。
“細節對共和黨人來說至關重要，尤其是
與槍支管控相關的規定。”這位助手警告稱，
“如果他們不認可後續的文本，這些原則中的
一個或多個可能會被放棄。”
誠然，與民主黨長期推動的更激進的槍支
管控措施相比，此次的立法框架更加保守且適
度，但對於共和黨人來說，即使是適度的槍支
安全措施也存在政治風險。
除此之外，立法文本中涉及的金額也將成
為癥結所在。有參與談判的人表示，該框架提
出的資金承諾可能很容易達到數十億美元之巨
，而共和黨人希望任何新的支出都可以通過削
減其他聯邦預算來抵消。
墨菲表示，這些細節尚未最終敲定，但他
認為，該框架代表了一個不會輕易瓦解的“非
常好的、堅定的協議”。
兩黨小組設定了一個非正式目標，即在 6
月 24 日之前通過該項立法，屆時參議員們將離
開華盛頓進行為期兩週的休會。但由於立法尚
未完全成文，目前尚不清楚該目標能否實現。
墨菲承認，達到這個目標需要“艱鉅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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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南山：內地將與香港開展疫苗研究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10日，第十四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在廣
州國際生物島開幕，在高層論壇暨 2022 官
洲生物論壇上，大會主席鍾南山院士在《科
技抗疫——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的主
旨演講中指出，疫苗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關
鍵，當前，用同種疫苗加強免疫，預防新冠
病毒感染效果較差，而用異種疫苗加免，效
果明顯提高，建議使用異種疫苗作為序貫接
種。不過，包括 mRNA 疫苗在內，目前上
市的新冠疫苗，都不足以高效預防奧密克戎
病毒感染。為探討更好的疫苗策略，廣東團
隊正在加強與香港合作，其中，在深圳河套
地區，正在與香港中文大學建設聯合實驗
室，通過實驗室方法和研究真實世界疫苗注
射，來評價疫苗的效果。

疫情防控層層加碼不可取

2022年6月14日

Tuesday, June 14, 2022

密接4402人 有陽性人員曾執飛航班往返京廣 關聯確診者曾遊故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北京
突發一宗酒吧聚集疫情，讓首都防控壓力驟增。香

對於內地的疫情防控策略，鍾南山表
示，堅持“動態清零”的政策不會改變，但
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單純的“動態清
零”，而是除了疫情要防住外，經濟要穩
住， 發展也要安全，後兩者同樣重要。當
前，在國家和省的防控策略上，一些地方層
層加碼，比如端午假期不少省市倡議“足不
出省”，而到了地方變成了“足不出市”、
“足不出縣區”。這種為了防控疫情而進行
層層加碼的行為是不可取的，會明顯影響到
經濟的發展。

港文匯報記者從 10 日舉行的北京疫情防控新聞發布

異種疫苗加強免疫效果明顯

天未做核酸，目前該聚集疫情已判定密接 4,402 人，

鍾南山重點談到了疫苗在疫情防控中的
重要性，以及當前在疫苗研發和使用中面臨
的問題。他表示，目前，全球有 38 種獲得
WHO 批准的疫苗，包括滅活疫苗、腺病毒
載體疫苗、亞單位蛋白疫苗、mRNA疫苗、
病毒樣顆粒（VLP）疫苗。研究結果顯示，
用異種疫苗加強免疫，比用同種疫苗加強免
疫，效果明顯提高。
雖然疫苗整體有效，但目前上市的所有
新冠疫苗，都不足以高效預防奧密克戎病毒
感染。他以國外的 mRNA 疫苗為例稱，在
注射 3 針的 5 個月後，奧密克戎中和抗體已
經下降到很低水平；注射 4 針後，免疫 2 周
後奧密克戎效價僅是原始株的十分之一，且
突破感染者的病毒載量高，感染性強。
鍾南山續指，評價一個疫苗有沒有效，
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實驗室的評估，即打了
疫苗之後，血液當中的綜合抗體是多少，同
時，人體T細胞產生抗體後能夠多大程度殺
死病毒。第二個辦法是利用真實世界的疫苗
注射效應，來評價疫苗注射以後的預防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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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突發酒吧疫情 29 例感染涉 12 區
星期二

會獲悉，6 月 9 日 0 時至 10 日 15 時，北京朝陽天堂
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累計報告 29 例感染者，涉及 12
區，其中 26 例均於 6 月 6 日至 7 日前往過該酒吧，1
例為酒吧工作人員，2 例為到訪人員的續發關聯人
員。兩名涉該酒吧陽性感染者還曾執飛京廣航班，1
名酒吧確診病例關聯人員確診，該人員曾到訪故
宮。據官方通報，涉酒吧疫情確診病例中有人十多
預計未來密接者存在核酸篩查陽性可能。
日以來，截至 9 日北京在院治療新
4月22冠肺炎感染者人數降為184人，已低於
收治病例總數的 10%，疫情形勢向好，但突發
的酒吧規模聚集性疫情又給北京防疫工作帶來
新的挑戰。

30歲以下人員感染佔比超85%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布會獲悉，酒吧疫情
29例感染者涉及12個區，其中30歲以下人員佔
比超 85%。到訪人員涉餐飲從業人員、公司職
員等，職業構成多樣。由於酒吧人員密集，到
訪人員構成複雜，且存在未按規定掃碼、測
溫、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情況，增大了疫
情防控難度，預計未來該酒吧到訪人員及其密
切接觸者存在核酸篩查陽性的可能。
北京市朝陽區副區長楊蓓蓓在發布會介
紹，截至目前涉天堂超市酒吧疫情已判定密接
4,402人（含同時空人員），次密接52人，朝陽
區對天堂超市酒吧進行了嚴格的環境採樣檢

◆6月9日0時至10日15時，北京朝陽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累計報告29例感染
者，涉及12區。圖為涉事的天堂超市酒吧外，防疫人員在做清理工作。 網上圖片

測，採集的 880 個點位檢測結果均為陰性。目
前 ， 朝 陽 全 區 酒 吧 、 網 吧 、 KTV、 劇 本 殺
（Murder mystery game，是一種玩家扮演劇本
中的角色，來解決劇本中的謎題，從而達成遊
戲目的的角色扮演遊戲，有線上與線下兩種渠
道）等娛樂場所進行停業整頓，相關行業納入
重點行業人員防疫管理。對快遞、保安、餐飲
及酒吧、KTV、網吧、劇本殺行業從業人員等
重點人群進行每日一測。

感染者均為同源傳播鏈
根據官方公布的流調顯示，一名感染者 5
月 26 日至 6 月 8 日期間均未進行核酸檢測，其
間曾多次前往餐廳、酒吧、公司等聚集性場
所，6 月 6 日晚前往天堂超市酒吧。6 月 8 日晚
出現發熱症狀後仍未進行核酸檢測，6月9日凌
晨再次前往天堂超市酒吧，當日報告核酸檢測
結果為陽性，6月10日診斷為確診病例。
據北京順義微信公眾號消息，6 月 10 日凌

晨，順義區在集中隔離管控人員中發現 2 名核
酸檢測陽性者，係上述涉酒吧聚集性疫情關聯
人員。初步流調顯示，二人曾在 6 日晚去過涉
疫酒吧，此後不僅多次前往餐廳、酒吧等場
所 ， 還 曾 在 6 月 8 日 先 後 執 飛 CA1315、
CA1316 次航班往返京廣。另據北京石景山區
疾控中心 10 日發布通報，石景山區新增 1 例初
篩陽性人員，為 6 月 6 日天堂超市酒吧確診病
例關聯人員，該確診者曾於 9 日下午到訪故宮
博物院。
北京疾控中心對 9 日通報的感染者標本基
因測序結果顯示，病毒均屬於奧密克戎變異
株，感染者均來自原有傳播鏈。北京市委宣傳
部副部長徐和建在發布會表示，涉酒吧規模聚
集性疫情涉及面廣，人員構成複雜，傳播風險
大，社會面依然存在隱匿傳播風險。目前，北
京市已對酒吧、KTV、網吧等經營場所進行排
查，對防控措施落實不到位，地下密閉通風不
良的暫停開放。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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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防長新加坡會談

魏鳳和：中國堅決粉碎“台獨”圖謀
若有人膽敢把台灣分裂出去 解放軍將不惜一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防部網

◆ 6 月 10 日 ， 正在新加坡出
席第 19 屆香格里拉對話會的
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與
同期參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
汀舉行會談。
汀舉行會談
。
網上圖片

站消息，6 月 10 日，正在新加坡出席
第 19 屆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國
防部長魏鳳和與同期參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奧

◆ 警察在香格里拉
對話會舉行地點外
執勤。
執勤
。
新華社

斯汀舉行會談。魏鳳和強調，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
礎，搞“以台制華”是不可能得逞的。美方

李顯龍會見魏鳳和：
加強兩軍高層交往

日前再次宣布對台軍售，嚴重損害中國主權
和安全利益，中方堅決反對、強烈譴責。中
國政府和軍隊將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圖
謀、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在會晤後的媒體吹
風會上，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國防
部長魏鳳和在會晤中強調，如果有人膽敢把
台灣分裂出去，中國軍隊必將不惜一戰，不
惜代價，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魏鳳和說，當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正面
臨嚴峻挑戰，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

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為人類戰勝危機指明了正確方
向，亞太的和平穩定需要地區國家共同努力維護。
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健康穩定發展的大國關係，這
也應該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

兩軍應避免衝突 中方堅決反對美對台軍售
他說，美國必須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展壯大，
不要攻擊抹黑中國、遏制打壓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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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應當避免衝突對抗。
魏鳳和強調，台灣是中國的台灣，一個中
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搞“以台制
華”是不可能得逞的。美方日前再次宣
布對台軍售，嚴重損害中國主
權和安全利益，中

方堅決反對、強烈譴責。中國政府和軍隊將堅決粉
碎任何“台獨”圖謀、堅決維護祖國統一。
會談中雙方認為，兩軍應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
重要共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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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外勢力插手攪局 是南海最大不穩定因素
據央視報道，中美防長會談比預定的時間有所
延長，“我認為，雙方多談一些，多交流一些，總
是好事”。在會晤後的媒體吹風會上，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吳謙表示，中方反對單純用競爭這個詞定義
中美關係，至於如何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中方始
終秉持三原則：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吳謙說，中方在會談中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
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為勸和促談作出積極努
力。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將繼續

中國海軍亞丁灣護航 14 年

保障逾 7000 船舶安全
當地時間 6 月 5 日 20 時許
時許，
，
中國海軍第 40 批護航編隊將中
國籍遠洋漁船“
國籍遠洋漁船
“ 海欣 29
29”
”號、
“ 海欣 30
30”
” 號護送至亞丁灣西
部海域解護點，
部海域解護點
， 這是中國海軍
護航編隊執行的第 1,500 批護航任務
批護航任務。
。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首批護航編隊起航至今
日首批護航編隊起航至今，
，中國海軍已有
100 餘艘戰艦
餘艘戰艦、
、3 萬餘名將士在異域大洋接力完成
1,500
500批
批 7,000
000餘艘中外船舶護航任務
餘艘中外船舶護航任務。
。
當地時間 6 月 3 日 14 時許
時許，
，第 40 批護航編隊
岳陽艦和被護船舶“
岳陽艦和被護船舶
“海欣 29
29”
”號、“
、“海欣
海欣 30
30”
”號
抵達預定海域向西航行。
抵達預定海域向西航行
。信號兵打出
信號兵打出“
“中國海軍
開始執行第 1,500 批護航任務
批護航任務，
，歡迎你們加入
歡迎你們加入，
，祝
端午安康！”
端午安康
！”的旗語
的旗語，
，被護商船鳴笛致意
被護商船鳴笛致意。
。漁船
“海欣 29
29”
”號、“
、“海欣
海欣 30
30”
”號於一個月前從中國
遼寧省大連市出發，
遼寧省大連市出發
，前往剛果
前往剛果（
（布）黑角港
黑角港。
。由
於船體噸位小、
於船體噸位小
、 航速慢
航速慢、
、 幹舷低
幹舷低，
， 易受海盜襲



擊，特意提前向護航編隊申請護航
特意提前向護航編隊申請護航。
。任務期間
任務期間，
，
編隊全面掌握周邊海域情況，
編隊全面掌握周邊海域情況
， 及時判別可疑目
標，確保被護船舶安全
確保被護船舶安全。
。

發揮建設性作用。但是誰想在烏克蘭問題上借題發
揮，損害中國權益，我們必將堅決反制。
吳謙說，談及南海問題時，國防部長魏鳳和表
示，域內國家有意願有智慧有能力妥善處理好南海
問題，域外勢力插手攪局才是南海最大的不穩定因
素。美方應切實採取措施，多做有益於南海穩定的
事，不要一味製造矛盾，挑動爭端，渲染對抗。
據新華社報道， 在中美防長會晤前，美國政
府 6 月 8 日宣布批准了一項新的對台軍售計劃，擬
向台提供價值 1.2 億美元的軍艦零附件及相關技術
支持。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 9 日深夜就
美國對台灣軍售答記者問。他指出，中方對此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正告民進黨當局和某些外部
勢力，“挾洋謀獨”沒有出路，“以台制華”注
定失敗。

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
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
。2009
2009年
年
2 月 8 日，被劫持近
被劫持近3
3 個月的
個月的“
“天裕
天裕8
8 號”全體船員安
全獲救。
全獲救
。
14 年來
年來，
， 中國海軍不僅為中國船舶提供護
航，也為航經亞丁灣的各國船舶提供公共安全保
障。亮劍亞丁灣的中國海軍護航編隊
亮劍亞丁灣的中國海軍護航編隊，
，越來越多
地亮相國際舞台，
地亮相國際舞台
， 多次圓滿完成與外軍聯合護
航、聯合演習
聯合演習，
，以及友好訪問等任務
以及友好訪問等任務，
，受到國際
社會的廣泛好評。
社會的廣泛好評
。
◆ 綜合人民海軍微信公眾號
綜合人民海軍微信公眾號、
、
央視網及觀察者網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加坡總
理李顯龍 10 日下午在總統府會見了到訪的國務
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
李顯龍說，新中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
伴關係這一獨特定位，體現了新中關係的特殊
性和高水平。雙方應繼續加強在抗疫、經貿等
方面的務實合作，保持雙邊關係不斷發展的良
好勢頭。當前國際和亞太地區形勢都在發生新
的變化，希望地區各國加強溝通、增進互信，
共同為地區和平穩定增添積極因素。
魏鳳和說，在習近平主席和李顯龍總理戰
略引領下，中新關係不斷發展，在本地區發揮
了引領示範作用。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中新應不斷深化戰略互信，擴大利益融合，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
持，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注入正能量。近年來
兩軍關係穩定發展，雙方應繼續加強高層交往
與務實合作，把兩軍關係不斷推向前進。
9 日下午，魏鳳和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
宏舉行會談，雙方就國際和地區形勢、南海問
題、烏克蘭危機等交換看法。
魏鳳和應黃永宏邀請於 6 月 8 日抵新加坡
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 “ 海欣 29
29”
”號
船員向護航官兵
致敬。
致敬
。 網上圖片

2008 年首航已報捷
時間回撥到14
時間回撥到
14年前
年前。
。2008
2008年
年，亞丁灣索馬里海
域平均每 3 天發生一宗海盜襲擊事件
域平均每3
天發生一宗海盜襲擊事件，
，先後有
先後有42
42艘
艘
各國船舶被劫持，
各國船舶被劫持
，海盜活動的猖獗震驚了世界
海盜活動的猖獗震驚了世界。
。應
索馬里過渡聯邦政府請求，
索馬里過渡聯邦政府請求
，聯合國安理會先後通過
四項決議，
四項決議
，呼籲各國積極參與打擊索馬里沿海
呼籲各國積極參與打擊索馬里沿海、
、公
海的海盜行為。
海的海盜行為
。當年
當年11
11月
月 14
14日
日，“
，“天裕
天裕8
8 號”漁船
在肯尼亞海域被索馬里海盜劫持，
在肯尼亞海域被索馬里海盜劫持
，包括
包括16
16名中國船
名中國船
員在內的24
員在內的
24人被扣為人質
人被扣為人質。
。中國海軍首批護航編隊
海口艦政委劉健忠說，
海口艦政委劉健忠說
，國家行動已勢在必行
國家行動已勢在必行。
。
當年12
當年
12月
月 26
26日
日，由武漢艦
由武漢艦、
、海口艦和微山湖艦
組成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從海南三亞啟航，
組成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從海南三亞啟航
，赴亞丁
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
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
。這是中國首次使用軍

◆ 中國海軍護航編
隊執行第 1,500 批護
航任務。
航任務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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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現進入休士頓，
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現進入休士頓
，為德州病患服務
最新消息，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s (MVP) 宣 布
加入 IQ Laser Vision，聯合為在德克薩斯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
服務。 鑒於華人和華裔青少年和成年人的
近視比例很高，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把
使命定為是“通過提供清晰的視力改變中
國人的生活”。
邁 特 澳 利 醫 生 負 責 領 導 的 IQ Laser
Vision 的休斯頓中心為德克薩斯州有視力
矯正需求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這
個 IQ Laser Vision 的 13 個行醫地點之一
，邁特澳利醫生是美國眼科專科醫師委員
會認證的手術醫生。 他在眼科領域擁有
20 多年的經驗，是屢獲殊榮的“美國頂
級醫生”。 他進行過成百上千臺白內障/
植入手術、以及超過 6 萬 5 千次激光屈光
治療。
邁特澳利博士的女兒幾年前在 MVP
做了手術。 許多工作人員和家庭成員在
MVP 做了手術或者保健。 MVP 的大多數
患者都是口耳相傳。 MVP 是一個真正值
得患者信賴的地方。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華人和華裔患者，
MVP 配備了中文翻譯、中國醫師和技術人
員。 他們希望滿足德州華人和華裔患者對
矯正視力的需求。
MVP 通 過 PRK、 LASIK、 SMILE、
ICL 等手術幫助近視、遠視、散光、老花

共執行了超過 15 萬次手術，他們在完成
SMILE 激光矯正視力手術量方面全美排名
第一。 他們的服務被患者評為五星級服務
。
LASIK 是美國目前最常用進行的屈光
治療方法。 這是一項始於 20 多年前的技
術。 除了 LASIK，MVP 還投資了最新、

邁特澳利醫生
眼、白內障和翼狀胬肉患者矯正視力。
林殿凱醫生(Dr. Robert Lin) 是 IQ Laser Vision 的創始人。他在休斯頓長大，
從小就開始戴眼鏡。 林醫生在醫學院期間
做了 LASIK 近視眼矯正手術，10 幾分鐘時
間以後就不需要戴了 10 幾年的眼鏡也可
以看見了。這對林醫生來說是一次奇妙的
經歷。 他決定成為一名眼科醫生，幫助其
他人經歷這種改變生命的變化。
林醫生帶領了一個由六名獲得美國眼
科專科醫師委員會認證的傑出外科醫生組
成的團隊，在德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
的 13 個診所為眼科患者服務。 這個“明
星”團隊擁有超過 60 年的綜合經驗，總

林殿凱醫生
最 先 進 的 技 術 SMILE。 SMILE 是 英 文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的 字
母縮寫，直譯是小切口透鏡提取。 是由
Carl Zeiss Meditec 發明創造的一臺激光
機器，目標替代 LASIK。 SMILE 激光眼

2200 Southwest Fwy, Suite 500, Houston, TX 77098 。位於 59 號高速公路和
Greenbriar 大街的交匯處，交通便利,。
診所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開
放,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六開放，請打電話咨
詢 。 聯 系 方 式 ： 電 話 ： 713-776-3937
（英語），電子郵件：jenny@mvpeyes.
com
邁特澳利醫生和他的工作人員歡迎華
人、華裔患者隨時訪問，時刻準備為您服
務。
科手術已在世界範圍
內進行了十多年，
2016 年 獲 得 FDA 批
準 在 美 國 使 用 。
MVP 是 休 斯 頓 做
SMILE 手術量排名第
一的診所。
為了惠顧廣大中
國患者，MVP 提供免
費 眼 部 評 估 和 $1100
的折扣，(優惠券代碼
clearvision111） 。 此
外，MVP 診所還提供
18-24 個 月 的 無 息 貸
款。
邁特澳利眼科中
心 (MVP) 的 地 址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 世界環境日熄燈一小時 楊楚楓
執筆之夜，休市是 6 月 4 號，
北京 「六四血案」 33 年。我跟港澳
書友作 WhatsApp 聯合談心，不過
沒有言及六四，因為 「北極朝延終
不改，徒令青史永成灰」 大家不是
心灰意冷，而是對強權無能為力，
不如風花雪月，煮酒話疫情。
忽然有港友向我發問： 「.美國民
間方面，明天有沒有進行熄燈一小
時的活動，以響應二○二二世界環
境日系列活動”之“齊齊熄燈一小
時”之活動。原來六月五日晚上八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港澳商業
大樓及店舖，及對世界環保有觀念
的家庭及機構，都會關掉非必要的
燈光一小時，以行動來響應世界環
保節能。
今次 「二○二二世界環境日系
列活動」 乃由中國環境保護局主辦
、粵港澳大灣區的環保部門合辦、
多個公共部門、社團和企業協辦及
支持。

放眼我的家鄉澳門，市內響應
“齊熄燈，一小時”活動，這包括
三條跨海大橋，多個政府建築物，
六間綜合酒店娛樂企業，多間銀行
、酒店、企業、商舖、部分旅遊景
點和大型屋苑等。其中，三條跨海
大橋更會在本月五日至十一日，提
早於晚上十一時開始關閉大橋的裝
飾照明，以響應環保。熄燈活動亦
歡迎留在家中的居民齊齊參加，在
當晚八時三十分起齊熄燈一小時，
以示支持環保節能。世界環境日系
列活動還包括“便服夏，齊節能”
及“知慳惜電——百分之五節能行
動”抽獎活動。
每年一年一度的 「世界環境日」
，都有一個特別的主題。今年的主
題是 「只有一個地球」 。世界環境
保護局則呼籲今晚齊齊熄燈一小時
，我個人則認為：當前的環保關鍵
詞是 大家 「和平共處」 。
讓我們一起來深思一下：做甚

麼事情是最不環保的呢？答案 就是
戰爭。試想一輛坦克行駛一小時所
消耗的燃油和造成的污染，一般住
戶要熄燈多少個小時才可以將之抵
銷？一個炸彈爆炸所造成的環境污
染就更大了。不久前有一個外國官
員說得好，他說有些國家是假扮成
消防員的縱火犯。俄羅斯和烏克蘭
的戰爭已打了一百天，試想對環境
造成多大破壞和污染，人命和經濟
損失更是不用說。不過，有些政客
顯然要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地球
當然遭殃，但它一定會向全世界人
類 「報復」 ，那麼後果就可以是很
嚴重了。
有世界供應商表示，自 3 年前
出現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因運費提
升等因素，己令進口商品價格上升
了百分之八至十五，眼前仍是戰火
紛飛的俄烏戰事，更令物價上升了
百分之二十，世界各地民眾均蒙受
損失，壓力加大了不少。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受俄羅斯電
視媒體採訪時說，正是西方的制裁
措施加劇了世界糧食和化肥供應緊
張，還試圖將責任轉嫁給俄羅斯，
國際糧食短缺問題早在俄開展特別
軍事行動前就已經出現。西方對俄
制裁只會使國際糧食和化肥供應的
情況繼續惡化。
以現在的情況看來，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的制裁，殺敵一千，但自
損卻不止八百。西方國家那些 「政
治精英」 的表現教人驚訝的程度，
恐怕連我國的晉惠帝也自愧不如。
為甚麼不能 「和平共處」 ，如廣東
俗語所謂 「唔掂講到掂」 （意思就
是 「萬事可商量」 ）能夠這樣處理
，既利國也利民，又可以真正保護
地球，何樂不為呢？
現在的問題是： 普京會聽嗎？中
國又會不會站在正義一方，力阻俄
羅斯停止侵略，保護烏克蘭人民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