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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世衛：：全球猴痘病續增全球猴痘病續增 已超已超32003200例例
（中央社日內瓦23日綜合外電報導）全球各地今年稍早爆出猴

痘疫情，世界衛生組織（WHO）迄今接獲逾3200起猴痘確診病例
、1人死亡的通報。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今天說
，有必要在範圍更廣的社會中加強監控，在那些原本並無猴痘流行
疫情的國家，病例主要仍是與同性有性行為的男性。

譚德塞在 「國際衛生條例緊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Emergency Committee）會議上說： 「人與人之間的傳
染正在發生，而且很可能被低估。」

世衛組織召集專家舉行這場會議，以決定是否要宣告猴痘為全
球衛生緊急事件。

「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是世衛組織最高層級的警報。這波猴痘疫情
始於今年5月，目前已有48國通報出現病例。

譚德塞說，中非今年出現近1500起疑似猴痘病例、70人喪命。
他呼籲成員國分享病毒相關資訊，協助世衛組織支援各國抑制

疫情擴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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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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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Jerome
Powell believes that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still very strong. He
testified in the U.S. Senate and
said that he still believes that the U.

S. economy is still very strong,
even though we have the highest
inflation rate in many years and
gasoline prices have gone over
$5.00 per gallon.

Powell pointed out that, “Since
February, we have understood the
hardship that high inflation is
causing. We are strongly
committed to bringing inflation back
down and we are moving
expeditiously to do so.” He also
added, “The U.S. economy for
now is strong. Spending is strong
and consumers are in good shape.
Businesses are in good shape.
Monetary policy is famously a blunt
tool and there’s a risk that a
weaker outcome is certainly
possible. But this is not our intent.”

At the same time, Powell said that
the U.S. economy itself has not
been fit for a long time. He said we
need to build more enterprises and
“Made in the USA” companies
to increase employment at home.

We are so happy that Chairman
Powell conveyed this thinking to
help regain confidence in the US
economy. To be honest, we are a
country with very rich resource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e
became an energy exporter nation
to overseas countries, completely
reversing our dependence on
imported energy.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enough
suffering to the world. It is
expected that with food and energy
shortages this summer, the war in
Ukraine as well as our un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ll of these
challenges, if not solve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world will still
continue to be in chaos. All of us
are wishing these problems will go
away soon. 0606//2424//20222022

AmericaAmerica’’s Economy Is Still Strongs Economy Is Still Strong

美聯儲主席鮑爾日前在美國參
院作証時，仍然認為美國経濟仍然
十分強勁，雖然我們處於四十年來
最高的通貨膨脹及超過五元之油價
。
鮑爾在會中指出，我們深知通

膨為每個家庭帶來的負擔，我們會
竭盡全力來壓制通膨，包括繼續把
利率上升，我們的目標是從百分之
八降低到百分之二，至於利率之调
整得視目前経濟情況而定，但是他
認為我們的経済仍然十分堅實，可
以應付未來之變局。
當他問到是否國會通過之挽救

經濟方案開支是造成通膨上升之原
因，他的回答是因為俄羅斯及石油
輸出國調升了油價，加上許多石油
公司取得了暴利。
他同時說，美國経濟長久來已

經無法讓自己受益，我們要建造更
多的企業成為美國制造之公司，增
加國民就業機會。
我們很高興鮑爾主席傳達了這

項重大之消息，對美國之經濟重拾
信心。
老實說，美國是個地大物博之

國家，尤其是過去五年來美國在石
油能源已經從一個進口國成為出口
國，全面扭轉了對能源之依賴。
我們盼望俄烏戰事早日結束，

中美關係得到改善，全球各地之通
膨得予緩和。
疫情對世界帶來的苦難已經夠

多了，預計今年世界出現的糧荒及
能源短缺，將是二次大戰從所罕見
，願上天給我們的政治領袖以他們
的智慧，帶領大家走向和平及安定
。

鮑爾認定美國經濟仍強勁鮑爾認定美國經濟仍強勁



【綜合報道】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表示，英國願意協助烏克蘭南部海岸的清除水雷行
動，並考慮為船舶提供保險，以轉運滯留在烏克蘭的糧食。

漂浮在烏克蘭沿海的水雷威脅著黑海地區的航運，令糧食短缺雪上加霜。由於數千萬噸穀物無法從海路運出
烏克蘭，為貨船提供安全通道成了當務之急。 6月初，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受俄羅斯電視一台採訪時表示，俄羅
斯不會阻撓烏克蘭通過海路運輸糧食，也不會藉機從海上發動攻擊，“我們保證和平通行不會有任何問題。他們
（烏克蘭）應當清除水雷，並把阻塞港口的沉船打撈上來”。

訪問盧旺達參加英聯邦首腦會議期間，約翰遜週四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有一項工作要做。我們正在與土
耳其人和其他歐洲盟友一道，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

報導指出，倫敦的保險行業已將整個區域列入高風險名單，這意味著運輸成本飆升。當被問及英國政府是否
可以為航運保險提供主權擔保時，約翰遜表示英國方面正在考慮所有選擇。他說：“英國有可能提供的最重要的
是涉及海事保險的專業知識，以及在通過有爭議海域運輸貨物方面的大量專業知識。”

在被問到是否準備協助烏克蘭在該地區清除水雷時，約翰遜說：“是的，我不想討論技術或軍事細節，我們
提供設備幫助烏克蘭人保護自己，也會在技術層面進行協商，以幫助敖德薩清除水雷。”
報導稱，烏克蘭附近的掃雷工作將持續數月，這將是自20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此類行動。

據悉，就清除水雷的具體措施，烏克蘭、俄羅斯及黑海周邊的其他國家，尚未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清
除水雷是一項複雜工程，需要專門的設備搜索、排查大片水域。

約翰遜稱英國願意協助清除水雷約翰遜稱英國願意協助清除水雷
以運走烏克蘭糧食以運走烏克蘭糧食

（綜合報導）菲外長表示菲總統杜特爾特已親自下令，終止與中國在南海聯合能源項目上的談判。同時，
菲外長還稱持續3年的談判中，未能實現對極為重要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的開發，因為菲方不能以主權為
代價換取開發能源，哪怕是一點點。
2017年，中菲就聯合勘探南海自然資源一事展開協商。 2018年，中菲簽署備忘錄，奠定了中菲在南海合
作開發勘探油氣的談判框架。 2020年，中菲就此事達成共識，並建立相關合作機制，中菲聯合勘探南海資
源邁出了一大步。杜特爾特執政的這6年來，對共同開發南海一事較為積極。但就在其臨近卸任時，卻突
然下令終止談判，而且按照菲外長的說法，顯然是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因為主權爭端，最終未能達成一致
。
其實在南海問題上，中菲之間一直摩擦不斷，哪怕是在杜特爾特執政時期，中菲因為南海問題也鬧過矛盾
。除了終止聯合勘探南海資源的談判之外，近期菲律賓還對中國合理合法的休漁政策指手畫腳。
本月底，杜特爾特就要卸任，小馬科斯將出任總統一職，菲律賓對華政策將變得更加不確定。從小馬科斯
競選時的態度來看，他將延續務實的外交路線，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並與中國展開積極合作。但最近
小馬科斯的風向有變，在競選時他還稱南海仲裁案沒有任何意義，但最近卻揚言要維護荒唐的仲裁結果，
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可謂是發生了巨大轉變。
菲律賓最近對華態度，尤其是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如此之快，主要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在杜特爾特
的帶領下，菲律賓近幾年來與中國雖然走得很近，但在軍事上，美國仍然是菲律賓最重要的盟友，所以即
使杜特爾特曾炮轟美國總統，但美菲關係並沒有因此破裂。拜登上台後，隨即派遣高官頻繁訪問了菲律賓
在內的東南亞多國，近日舍曼也再次訪問了菲律賓，可見美菲之間仍然走得很近。近期美國表態要關注南
海局勢，美國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也要加強在南海地區的軍事活動，作為美國在東南亞重要的軍事
盟友，菲律賓很有可能會有投機心態。
此外，菲律賓國內政治框架十分特殊，總統之位不能連任，所以菲律賓政府各個部門的高官與總統的政治

理念不符也很正常。在南海問題上，杜特爾特相對較為理智，但菲外長卻屢次不顧總統的態度，對中國出言不遜。再加上菲律賓國內仍然有不少親美勢力，所以在權力交接之際，各方都希望通過展
現強硬的一面來搶奪話語權。

無論誰擔任菲律賓總統，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貫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仍然是解決南海爭端的可行辦法。但在具體合作談判中，肯定免不了談到關於主權的敏感話題。再加上美
國經常從中使壞，破壞中國與南海各國的對話合作，所以關於共同開發一事，各方的談判進程都比較緩慢。

但對於菲律賓以及南海周邊國家來說，“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不僅可以對南海資源進行合理利用，同時還避免了地區衝突。要知道在南海，中國具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優勢的一方都願意放下
爭議，周邊國家就不應有投機心態，這樣只會被域外勢力所利用，最終得不償失。菲律賓現在不打算和中國繼續合作開發南海資源，損失的無疑是菲律賓的利益。

杜特爾特親自下令杜特爾特親自下令，，中菲持續中菲持續33年的南海聯合勘探談判被完全終止年的南海聯合勘探談判被完全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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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量食計劃署“饑餓熱點”報告發布

綜合報導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與聯

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發布了最新“饑餓

熱點”報告。報告警告稱，由於沖突、氣候

沖擊、新冠疫情和大規模公共債務負擔的影

響，多重糧食危機正在逼近。烏克蘭沖突的

連鎖反應推動全球許多國家的糧食和燃料價

格上漲，這加劇了糧食危機。

“饑餓熱點——世界糧食計劃署和

糧農組織關於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的早期

預警”報告指出，2022年6月至9月，20

個饑餓熱點地區的突發性饑餓狀況預計

將惡化。報告呼籲在這些地區采取緊急

的人道主義行動，以拯救生命和生計，

並防止饑荒。

報告警告稱，烏克蘭沖突使本已逐步

上升的全球糧食和能源價格進壹步上漲，

這已經影響到所有地區的經濟穩定。在經

濟不穩定、物價飆升以及由於氣候沖擊(如

反復發生的幹旱或洪水)導致糧食產量下降

的地區，預計影響將尤為嚴重。

報告發現，頻繁且反復發生的氣候

沖擊與沖突繼續導致突發性饑餓狀況。

報告指出我們已經進入了壹個“新常態”，

幹旱、洪水、颶風和氣旋反復破壞農業

和畜牧業，導致人口流離失所，並將世

界各國的數百萬人推向危險邊緣。

報告警告稱，自2020年底以來與拉

尼娜現象相關的氣候趨勢預計將持續到

2022年，這會加劇突發性饑餓狀況並推

高人道主義需求。東非前所未有的幹旱

正在影響索馬裏、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

，導致這些國家雨季的降雨量連續第四

年低於平均水平；南蘇丹則將連續第四

年面臨大規模洪水，這可能會導致人們

離開家園，並破壞作物生產和牲畜飼養

。該報告還預測，薩赫勒地區的降雨量

將高於平均水平，並且有發生局部洪水

的風險，加勒比地區的颶風將更加強烈

，而阿富汗的降雨量將低於平均水平

——阿富汗已經在多個季節受到幹旱、

暴力和政治動蕩的影響。

該報告還強調了幾個國家嚴峻的宏

觀經濟狀況——這壹狀況由新冠疫情

大流行引起，並因最近全球糧食和能

源市場的動蕩而加劇。這些狀況正在

給最貧困的社區造成巨大的收入損失

，並使各國政府為社會安全網、支持

收入的措施和必需品進口提供資金的

能力受到限制。

根據該報告，埃塞俄比亞、尼日利

亞、南蘇丹和也門仍處於“最高警戒”

狀態，是面臨災難性狀況的熱點地區。

阿富汗和索馬裏自2022年1月發布熱點

報告以來加入了這壹類別。

剛果民主共和國、海地、薩赫勒地

區、蘇丹和敘利亞仍然“高度關註”日

益惡化的狀況，這些國家的狀況與上壹

版報告壹致，肯尼亞是新進入這壹名單

的國家。報告稱，安哥拉、黎巴嫩、馬

達加斯加和莫桑比克仍然是饑餓熱點國

家，斯裏蘭卡、西非沿海國家(貝寧、佛

得角和幾內亞)、烏克蘭和津巴布韋已加

入到饑餓熱點國家的名單中。

報告就緊急人道主義響應和預期行動

的優先事項提出了針對具體國家的建議，

以拯救生命、防止饑荒並改善生計。

世界糧食計劃署與糧農組織共同擴

大預期行動的規模和範圍，在早期預警

和沖擊之前保護社區的生命、糧食安全

和生計。靈活的人道主義資金可以幫助

世界糧食計劃署與糧農組織預見人道主

義需求並拯救生命。有證據表明，向保

障生命和生計的預期行動每投資1美元

，就可以通過避免受災社區的損失，節

省7美元的援助資金。

根據前瞻性分析，“饑餓熱點”地區

的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狀況在展望期內可能

會加劇。饑餓熱點地區的選擇基於共識，

該過程的參與者包括世界糧食計劃署和糧

農組織的實地和技術團隊，以及研究沖突

、經濟風險和自然災害的分析師。

該報告就預期行動的優先事項提出了

針對具體國家的建議——在新的人道主義

需求出現之前實施短期保護性幹預；通過

應急響應以解決現有的人道主義需求。這

份報告是在全球應對糧食危機網絡倡議下

編寫的系列分析的壹部分，旨在加強和協

調基於證據的信息和分析的生成和共享，

以預防和應對糧食危機。

荷蘭婦女要求關註墮胎報銷的問題
綜合報導 在荷蘭，並非

所有婦女都能輕松獲得墮胎

的護理，由於制度上的缺陷

，某些婦女的墮胎費用不予

報銷。壹個由荷蘭醫生、助

產士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關

註女性墮胎問題的聯盟發出

緊急呼籲，希望衛生部長庫

柏斯（Ernst Kuipers）能盡快

解抉這個問題。

作為醫療非政府組織“世

界醫生”的負責人，另壹位賈

斯珀· 庫柏斯（Jasper Kuipers）

是這壹行動的發起人，他說，

這個呼籲對衛生部長來說不會

是晴天霹靂。據他介紹，這個

問題已經持續多年，影響到壹

小部分人，包括弱勢的群體。

後壹組涉及非法居住在荷

蘭並被迫賣淫的婦女，這也包

括國際學生或外籍人士的妻子

。她們有壹個共同點，都沒有

合法的工作。這就是問題的癥

結所在，因為墮胎是通過雇主

支付的醫療保險報銷的。

在荷蘭，醫療保險公司不

報銷墮胎護理費用，這種護

理費用是由與《長期護理法

》（Wlz）相關的項目單獨支

付的，這是壹項由雇主支付

的團體健康保險。領取社會

福利的人士為此集體保險支付

部分的費用，即使是尋求庇護

者和已經獲得身份者也納入該

計劃中。

根據荷蘭墮胎診所的清

單，每年約有 250 名希望墮

胎的婦女自己承擔了費用，

價格從 435 歐元到 1185 歐元

不等。

今年3 月，荷蘭衛生部長

承諾保證平等獲得墮胎護理，

這是為了回應荷蘭第二議院關

於如何安排在荷蘭為烏克蘭難

民婦女提供墮胎護理的問題。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烏克

蘭人發現自己與其他沒有得到

任何補償的女性壹洋處於盲

區，她們不必註冊為尋求庇

護者，也不壹定在荷蘭雇主那

裏工作，因此不屬於《長期護

理法》的範圍之內。

根據聯盟的說法，問題在

於衛生部長只想保證烏克蘭婦

女的可及性。“由於戰爭，這

是壹個可見的群體。順便說壹

句，烏克蘭婦女的問題還沒有

顯示出來，但要解抉資源分配

中的這個缺陷，那麼其他女性

也會從中受益。”

法國統經所：法國物價全面上漲
而且仍在加速

綜合報導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發布報告，證實了兩星

期前所作的初步估計，確認法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在4月份同比上升4.8%

之後，5月份的漲幅達5.2%。

據報道，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指出，法國的通脹率上升是能

源、服務、食品、制成品價格加速上漲的結果。該研究所指出，許多領

域的價格都在上行，能源價格尤其如此，法國燃油價格正達到創紀錄水

平，天然氣價格也加速上漲。報告中提到，住宿、餐飲、保險、租金、

水費、垃圾處理費、乘用車和制成品的保養和維修費等，“所有這些價

格都在上漲。”

另壹方面，壹些領域的價格漲幅在5月份有所放緩。法國國家統計

與經濟研究所舉例說，電力、運輸服務(包括航空和公路)以及衛生和通

信服務的價格壓力略有下降。在食品方面，具體情況有很大差異。新鮮

水果的價格有所下降，新鮮蔬菜的價格停滯不前，這導致新鮮食品的通

脹明顯放緩。與此同時，肉類、家禽、牛奶、奶酪、雞蛋、油、咖啡、

面包、谷物等價格仍在上漲。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數據，5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4.2%、能源價格同比上漲28%、服務價格同比上漲3.2%。此外，該研究

所指出，從月度數據來看，法國通脹正在加速，4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

環比上升0.5%，5月份環比上升0.7%。

法國政府密切關註通貨膨脹和購買力問題，認為過高的通脹可能會

削弱經濟增長和家庭消費。政府將在未來幾星期內提出壹項旨在提升購

買力的法案，以保護家庭免受通脹打擊。

法國警方槍傷兩人
與非法移民追逐40公裏公裏

綜合報導 法國警察與壹輛載有數名

非法移民的車輛展開生死追逐，全程長達

40多公裏處，警方朝載有非法移民的車輛

開槍，並造成兩人受傷。

2022年6月15日，法國警察與壹輛載

有數名非法移民的汽車展開生死追逐，從

法國意大利邊境的索斯貝爾鎮，壹直追蹤

到了尼斯市的穆蘭（Moulins）區，這個追

逐全程長達40多公裏處，警方朝載有非法

移民的車輛開槍，並造成兩人受傷。

據法國信息臺（franceinfo）透露的警方

消息，追逐事件發生在6月14日星期二至6月

15日星期三的夜間，警方追逐載有非法移民

的車輛到尼斯的穆蘭（Moulins）區時朝被追

逐車輛開槍，有兩人被警方的子彈打傷。

根據從司法部門了解的消息，車上有

載有數名非法移民，但是警方只抓住了受

槍傷的兩人。

這次追逐戰開始於淩晨2點左右，事

發地點為意大利邊境的索斯佩爾（Sospel

）鎮，法國和意大

利警方當時在兩國

邊境進行聯合行動

。

據壹位司法界

人士透露，這輛面包車車上壹共有五人，

包括壹名司機和四名乘客。該車輛在邊境

拒絕服從警方的檢查後開車逃離。

隨後，警方與載有非法移民的車輛開

始了壹場長達40公裏的追逐戰，從意大利

法國邊境壹直追到尼斯的穆蘭區。

追逐過程中逃逸車輛曾經撞上了邊防

警察的車輛，並且在撞車後再度發動車輛

試圖逃走。

為了防止事件惡化，邊防警察對車輛

開了四槍，造成車上兩名移民受傷，司機

和另外兩名乘客成功逃脫。

從地中海乘船從非洲到達意大利，是

進入歐洲的數條非法移民路徑之壹。

由於意大利與其它歐盟國家並沒有邊

境，許多移民會選擇在到達意大利後偷偷

趁夜色突破邊境線，前往其它國家。

因此法國和意大利的邊境長期有邊防

警察駐守，對開車或乘坐其它交通工具跨

越邊境的旅客進行盤查。

通常攔截非法移民後，邊境警察會把

他們拘留幾個小時候，重新送回意大利境

內，而被送回意大利境內的非法移民往往

會試圖重新進入法國。自從法國發生了壹

系列恐怖主義事件後，法國警方加大了打

擊非法移民的力度。

法國警方甚至會進入意大利境內，

“提前”攔截和抓捕有意進入法國的非法

移民，然而這壹做法被許多人道主義組織

譴責為非法行為。

法國多地高溫天氣持續
巴黎或將突破歷史同期高溫紀錄

綜合報導 法國多地的高溫天氣持續，全法共14個省份當天發布高

溫紅色警報；另有56個省份發布高溫橙色警報，與16日相比新增31個

省份。據《巴黎人報》報道，17日當天，全法約有4500萬人受到高溫紅

色和橙色警報的影響。

盡管首都巴黎尚未進入紅色警報狀態，但根據法國氣象局的預測，

18日巴黎的氣溫很可能會突破40攝氏度，創下歷史同期新高。專家表示

這將是1947年以來巴黎的最高氣溫紀錄，此前的紀錄為38攝氏度，且由

於年代久遠，當時氣象局觀測使用的百葉箱精度不高，當時的實際氣溫

比觀測到的要略低壹些。

持續的高溫天氣也引發了壹些“次生影響”。根據17日法國空氣質

量預報平臺官方發布的報告，由於高溫持續，空氣中的臭氧濃度迅速升

高，法國大部分地區空氣中的臭氧濃度明顯增加，巴黎、馬賽、裏爾、

斯特拉斯堡、波爾多、南特等法國主要城市17日的空氣質量指數轉差，

預計臭氧汗染還將持續數日。受此影響，巴黎及周邊地區已經采取相應

措施。17日，在整個巴黎大區，道路交通最高時速需降低10公裏；巴黎

大區的衛生機構還建議民眾暫緩護外活動。

此外，高溫天氣也增加了森林火災發生的風險。法國國家林業局

(ONF)17日發布巴黎大區的森林火災高風險警報，表示18日發生森林火

災的風險最高，呼籲各部門保持高度警惕，並宣布抉定關閉森林道路，

取消計劃於18日在巴黎大區及其他省份的森林中舉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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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支出龐大 印度考慮4年兵役制
綜合報導 印度國防部表示，印軍

正在改革軍官以下的募兵制度，目的是

為了建立更健康、更年輕化的部隊，但

新招募的士兵合同位4年，年限遠遠少

於目前的17年。這在分析人士看來，

是莫迪政府為了降低印軍目前龐大的養

老費用支出。

綜合路透社、印度ANI新聞報道，

根據當天被通過的“Agnipath”征兵計

劃內容，印軍將於今年招募4.6萬名17

歲半至21歲之間的男女青年入伍，合

同期為4年。而通過該計劃入伍的士兵

將被稱為“Agniveers”。服役期間，他

們可以領取到3-4萬盧比（約合人民蔽

2600-3400元）的月薪，並獲得高達480

萬盧比（約合人民蔽41.2萬元）保額的

免費保險。

而在 4 年期滿後，25%的“Ag-

niveers”可以轉為正式士官留在軍隊中

繼續服役15年，其他人則將獲得軍隊

的轉業優待政策扶持，同時領取壹筆

11.71萬盧比（約合人民蔽1萬元）的壹

次性補助，並免征所得稅，但是，也不

會有養老金等福利。

印度國防部長辛格15日在

推特上稱，此舉具有變革性的意

義，它將為印度年輕人提供壹個

慘軍的機會，並使印軍平均年齡

“同印度人口壹洋年輕”。而按

照印度六軍慘謀長潘德的說法，

作為印度三軍中規模最大的六軍

，其平均年齡就將在本次改革生

效後的幾年中從32歲降至26歲。

對此，辛格強調，壹支年輕的武

裝部隊還有壹個更大的優勢，他們將

更易於接受新技術培訓，同時也將更

加健康。

據悉，印度三軍通常情況下均自行

組織募兵，普通的印度士兵的服役年限

長達17年，這也讓印度的軍隊目前平

均年齡過高。與此同時，印度還同巴基

斯坦共享著高度軍事化的邊境，印度武

裝部隊規模長期保持在140萬人左右，

維持這洋壹支龐大人口的軍隊則需要巨

大的國防經費，這也帶來了社會方面的

輿論壓力。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IPRI）的數據顯示，2021年的印度

國防開支為76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

中國，其中最大部分的支出即為軍人工

資、養老金等人人事費用。分析人士指

出，莫迪政府本次改革長遠來看，目的

主要是為了將降低不斷膨脹的印軍養老

費用支出。

尹錫悅稱韓經濟面臨綜合性危機
政府公布經濟政策方向

綜合報導 韓國召開新政府經濟政策

方向發布會。韓國總統尹錫悅稱，目前

韓國經濟正面臨綜合性危機，將通過由

民間和市場主導的經濟質量改善來克服

危機。

報道指出，尹錫悅表示，當前韓國經

濟面對的國內外環境十分嚴峻。經濟低迷

、物價上漲的滯漲風險上升，經濟和市場

均在動搖。

尹錫悅稱，應通過克服民生危機以及

實現飛躍式的經濟發展來解抉低增長和貧

富分化等問題。解抉方案為民間主導創造

就業崗位。他還表示，將果斷改善削弱企

業競爭力的制度和規制。

另壹方面，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報

道，以2022年4月底為準，韓國國家債務

史上首次突破1000萬億韓元，實際材政赤

字接近40萬億韓元。

此外，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日前

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75個

基點，韓國副總理秋慶搞表示，美國的

加息抉定加居了對經濟陷入低迷的擔憂

，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性有可能擴大，

韓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將加強警惕、予以

應對。

秋慶搞還強調，物價穩定是當務之急

，將秉持這壹共識，采取更著重於物價管

理的貨蔽政策並加強多方面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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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加爾各答壹家動物員的

壹只黑猩猩近日逃出圍墻，給遊客們來了

個措手不及。工作人員很快控制住這壹突

發情況，將猩猩哄了回去，沒有造成人員

受傷。

報道稱，這起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13

日上午，加爾各答阿裏波雷動物員裏壹只

名叫“布裏”的黑猩猩從圍墻中逃了出來

。另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動物員

方稱這只黑猩猩設法遊過防護河，還蕩過

電線網，準備從本應待在的猩猩員區內

“出逃”。不過隨後，飼養員很快就把它

哄了回去，並給了它壹些芒果。

在場遊客隨後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這

只猩猩先是在喝水，然後遊過護城河，最

後爬上玻璃隔板盡頭的水泥墻，這完全是

意想不到的。當它跳出圍墻時，許多人驚

恐地尖叫，但他們很快就被疏散了。

動物員員長薩曼塔接受采訪時說，這

只雌性黑猩猩沒有受到電線網的電擊，工

作人員也沒有對它使用鎮靜劑，因為它對

飼養員非常依戀，幾分鐘後它就被哄了回

去。薩曼塔還補充道，雖然沒有任何威脅

，但現場的遊客還是被疏散了，以確保黑

猩猩不會被遊客嚇到。之後，此處再次對

遊客開放。

當地媒體還稱，這已經不是這位“小

冒險家”第壹次試圖“出逃”了。

泰國女星墜河案驚現“求救視頻”
綜合報導 今年初發生的泰國女明星

妮達離奇死亡案近日再次成為泰國社交

網酪的焦點：6月14日，壹段疑似妮達

在船上同其他人爭吵並呼救的視頻，突

然在泰國各大網酪平臺刷屏。如果這段

視頻被證實是真實的，那麼泰國警方此

前認定妮達為自殺的結論或被推翻。

在這段僅7秒的視頻中，壹艘小型

快艇行駛在湄南河上，有男女在船頭廝

打拉扯，疑似妮達的女人還大喊“救

命”“放開我吧”。據悉，這段視頻是

當時在岸邊的路人所拍，視頻拍攝時間

正是妮達墜亡當晚。這段視頻在兩周前

被發布在網上，但近日突然被各大網酪

平臺轉發，獲得極大關註。

該段視頻的出現令泰國輿論炸開了

鍋。妮達的粉絲、生前好友紛紛表示，

妮達就是被謀殺的，而兄手就是船上同

行的5人。但妮達的經紀人加緹卡堅稱

，妮達當晚確實和船主發生了爭吵，雙

方互飆臟話，但並沒有人謀殺她，妮達

是在船尾小便時失足墜落湄南河後溺亡

的。

今年2月24日，37歲的泰國女星妮

達與5位友人坐船遊玩。之後，同行人

報警稱妮達在船尾不慎墜海。但當警察

趕到現場，詢問船上同行者她落水的地

點和時間時，他們卻都無法回答。不久

後，警方打撈到了妮達的屎體，死狀淒

慘。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壹張疑似妮

達的背影照片，暗示她是被謀殺的。此

案壹經曝光，泰國輿論壹片嘩然。迫於

全國壓力，泰國警方以“謀殺案”對此

案進行了偵辦。最終，泰國警方認定該

案是壹起意外事件。很多民眾表示無法

接受，最令人詫異的是，妮達的母親不

僅沒有要求警方繼續調查，還很快接受

了同船人的高昂和解金。

由於此前案件便疑點重重，再加

上近日曝光的這段求救視頻，泰國民

眾要求警方重新調查此案的呼聲越來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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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渝高鐵全線貫通運營
全程4小時23分 中原城市群成渝雙城經濟圈聯繫更緊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據中國國家鐵路集

團有限公司消息，6月20日，伴隨河南鄭州至重慶高速鐵路襄陽

東至萬州北段建成開通，鄭渝高鐵將實現全線貫通運營，成為中國西南

地區外出的又一快速客運通道。從本周開始，鄭州至重慶4小時23分可

達，而北京和重慶兩大直轄市最快6小時46分可達，中原城市群、成渝

地區雙城經濟圈聯繫將更加緊密。唐代詩人杜甫“即從巴峽穿巫峽，便

下襄陽向洛陽”的回家願望，如今半天內即可實現。

鄭渝高鐵北起鄭州，南至重慶，途
經河南、湖北、重慶三省市，全

長1,068公里。其中，重慶北至萬州北
段於2016年11月28日開通，按上限
標準時速250公里設計，常態化按時速
210公里達標運營，經實施安全標準示
範線建設工程，擬於鄭渝高鐵全線貫
通時常態化按時速250公里高標運營；
鄭州東至襄陽東段於2019年12月1日
開通，按上限標準時速350公里設計，
常態化按時速310公里達標運營。

襄萬段長434公里設10站
今次開通的襄陽東至萬州北段全

長434公里，按上限標準時速350公里
設計，常態化按時速310公里達標運
營，途經湖北省襄陽市、荊門市、宜
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重慶
市巫山縣、奉節縣、雲陽縣、萬州
區，設襄陽東、南漳、保康縣、神農
架、興山、巴東、巫山、奉節、雲
陽、萬州北10座車站。

值得一提的是，鄭渝高鐵襄萬段位
於湖北西部、重慶東部山區，穿越秦

巴、巫山、齊岳山等眾多山脈，橫跨漢
江、大寧河、梅溪河等多條河流，途經
神農架原始森林地區和眾多自然保護
區，沿線山高谷深，線路橋隧比高達
98%，地形地貌複雜多變，岩溶、滑坡
等地質災害時常發生，環保水保要求
高。

沿途景區推憑車票免門票
自2015年12月開工建設以來，全

線新建橋樑91座、隧道57座，架設了
奉節梅溪河雙線特大橋、保康兩河口雙
線特大橋等一批特大型橋樑，建成了小
三峽隧道、新華隧道等一批長大隧道，
確保了工程如期建成。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介
紹，鄭渝高鐵全線開通運營後，鐵路
部門將按照日常線、周末線、高峰線
安排列車開行，襄萬段單日最高開行
動車組列車106列，北京、天津、太
原、鄭州、武漢等多地至重慶將開行
直達動車，北京、鄭州、武漢至重慶
最快分別6小時46分、4小時23分、4
小時57分可達。作為中國“八縱八

橫”高鐵網的重要組成部分，鄭渝高
鐵形成了西南地區外出的又一快速客
運通道。其全線貫通運營後，將串聯
起嵩山少林寺、襄陽古隆中、神農架
原始森林、奉節白帝城、巫山大小三
峽等眾多著名旅遊景點。

對於鄭渝高鐵實現全線貫通運
營，不少網友表示期待，“早上熱乾
麵，中午火鍋”“中午火鍋，晚上燴
麵”，因為通行時間大大縮短，“吃
貨的要求”能夠得以實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也關注到，鄭渝
高鐵沿途省市近期紛紛推出部分景區
免費暢遊的措施來吸引遊客。如重慶
奉節對於7月20日之前乘鄭渝高鐵抵
達奉節站的旅客，憑火車票和本人身
份證，可免收門票遊覽奉節白帝城．
瞿塘峽、三峽之巔、三峽原鄉、小寨
天坑、龍橋河景區。湖北神農架景區
從6月初即開始對外宣傳，在鄭渝高鐵
開通後一個月內，遊客憑本人身份證
和抵達神農架高鐵站的車票以及到站
信息，可以免門票遊覽神農架的神農
頂、大九湖等“六大核心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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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北京
新冠肺炎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數已連續四天下降，並
已降至個位數，連續三天無社會面新增病例。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18日舉行的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新聞
發布會獲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傳播鏈條已
基本阻斷，進入收尾階段。此外，北京全市範圍內
正在開展無疫社區（村）創建活動，並發布首批
1,360個無疫社區（村）。

6月18日0時至15時，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1例。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
新聞辦主任、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和建在發布會
介紹，自6月9日以來，這10天北京經受住了前所
未有的挑戰和考驗，以8小時應急處置機制以快制
快應對疫情傳播的新特點、新挑戰，以嚴格掃碼
查驗、狠抓“四方責任”、從嚴從實做好社會面
防控，織密疫情防控網、築牢首都安全屏障。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社區防控
組辦公室負責人王大廣在發布會表示，無疫社區
（村）並不是指“零病例”社區（村），也不是指
從未發生過疫情的社區（村），而是指能夠嚴格落
實各項防控措施、疫情防控能力和組織體系較為完
善，即便發生疫情也能夠及時發現、及時管控、規
範處置，保證疫情風險不外溢到非管控區和社會面
的社區（村）。

另據介紹，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於今年5月24
日啟動了北京市核酸採樣志願者服務項目，截至6
月17日共收到報名46,247人次，初步資格審核合格
18,005人。

據悉，北京市已組建市、區、街（鄉）、社區
（村）四級核酸採樣志願服務隊伍，建立了北京市
核酸採樣應急儲備志願者人員庫，目前已組建隊伍
104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客戶端及中新
社報道，廣西柳州融水縣委宣傳部消息，截至6
月18日17時，失聯5人已找到4人，其中2人經
現場確認死亡，2人經搶救無效死亡，失聯1人
正在全力搜救中。與此同時，應急管理部會同
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調撥中央救災物資支
持廣西防汛救災工作。

6月 18日上午7時 30分許，受強降雨影
響，廣西柳州市融水縣香粉鄉古都村群旦屯突
發地質災害，一棟木樓被衝垮，造成5人失聯，
各方力量正在現場開展救援。

據悉，直至21日，廣西仍將有大範圍持續強
降雨，柳江、桂江等江河可能全面超警，救災工
作形勢嚴峻。6月18日，應急管理部會同國家糧
食和物資儲備局向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撥5,000頂帳
篷、2萬床夏涼被（毛巾被）、2萬張摺疊床、

5,000套家庭應急包等中央救災物資，支持地方做
好防汛救災和受災群眾轉移安置等保障工作。

氣象部門提示，由於長時間降雨，當前廣西
多地土壤含水量大，新一輪暴雨過程暴雨落區與
前期高度重疊，局地雨勢猛烈，需高度重視防禦
山區山洪、山體滑坡、泥石流及城鄉積澇等災
害。

此外，自6月13日起，廣東已連續6日遭遇
強降水。廣東省氣象局預計，19日至21日全省中
北部強降水持續，出現流域性大洪水氣象風險
高。

目前，廣東防汛Ⅱ級應急響應生效中。據氣象
水文監測，17日8時至18日8時，粵北、珠江三角
洲北部市縣出現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關
翁源新江鎮錄得全省最大雨量292.7毫米，江門開
平龍勝鎮錄得最大1小時雨量109.3毫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
日報客戶端報道，記者從
航空工業獲悉，6月18日
上午，由航空工業一飛院
研製的TP500無人運輸機
實現首飛。

TP500無人運輸機於6
點18分起飛，6點45分着
陸，空中飛行27分鐘，飛
行過程平穩、安全，首飛
圓滿成功。

該機可滿足 500kg 級
標準載重、500km半徑範
圍的無人駕駛航空貨運覆
蓋，最大航程 1,800km，
是一款通用型大載重無人
運輸平台，也是首個完全
按照中國民航適航要求研
製的大型無人運輸機。

國產TP500無人運輸機成功首飛

◆TP500無人運輸機。 網上圖片

◆鄭渝高鐵將串聯起神農架原始森林等著名景點。圖為動車駛入神農架高鐵站。 受訪者供圖

◆◆試驗車通過梅溪河大橋試驗車通過梅溪河大橋。。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京酒吧疫鏈已斷 進入收尾階段 廣西融水強降雨 4遇難1失聯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2年6月26日       Sunday, June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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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堅守“一國兩制”港必再創佳績
“鑒往知來”慶香港回歸大型主題展開幕 逾120各界人士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為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香江國際集團主辦的“紀念香
港回歸25周年特展”21日在香江國際大廈2樓
開幕，展期持續到下月15日，通過展覽共同回
顧兩地中華兒女度過的這25年珍貴歲月，感受
回歸25載的中華情。

是次展覽由全港各區工商聯、致遠基金會
協辦。“回歸廿五中華情”是這次特展的主
題，展覽通過歷史圖片及物件呈現出一個個動
人的香港故事、中國故事。

展覽展現了從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
明》開始，香港與祖國共同經歷的回歸時刻、
開放個人遊、賑災援建、共慶奧運、同心抗
疫、守護安定等重要場景。主辦方相信，是次
展覽能讓香港市民加深了解歷史，更好回顧這
些屬於兩地同胞的25年歲月，共同展望香港特
區廣闊的發展前景，以及市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前景。

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在參觀展覽後表示，
通過這些歷史照片，他回想起香港回歸祖國以
來的點滴，包括他個人參與其中的瞬間，記憶
猶新。他期盼特區政府能夠領導香港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未來能夠再創輝煌。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友好協進會21日晚在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暨香港友好協進會成立33周年音樂晚
會”，多位知名演唱家、小提琴家、鋼琴家、兒
童合唱團及香港樂團參與演出，為觀眾獻上一場
高水準的文藝視聽盛宴，現場氣氛歡快熱烈。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
出席音樂晚會並致辭。

林鄭：期待港故宮館迎客
此次音樂晚會在奏唱國歌聲中開始。林鄭月

娥致辭時表示，在國家全力支持之下，香港實施
國安法讓社會恢復安定，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令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貫徹落實，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奠定香港發展的堅實基礎，讓
香港有更美好的未來，為國家作出貢獻。她續
指，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確保香港八大中
心，其中文化藝術領域更是首次寫入國家發展規
劃。位於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
22日正式開幕，是國家為香港回歸25周年所送
出的厚禮，她熱切期待出席博物館典禮，與香港
人見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誕生。

李家超：團結社會為民解困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25年來成功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
方針，充分利用獨特優勢取得多方面成就，為國
家發展作出貢獻。他說，過去數年香港走過崎嶇
不平的路，所幸中央果斷使出“組合拳”，制定
香港國安法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令香港發展重
回正軌。

他指出，未來5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
刻，日前帶領第六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與媒體見
面，每位官員都是有能力、有經驗、有抱負、有
承擔、熱心服務香港市民的人才，大家重視團隊
精神，願“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他與團隊
將全力以赴，集中精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
團結社會及地方力量，讓政策措施更“接地
氣”，為民解困。

唐英年：港歷風雨 依舊璀璨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唐英

年致辭時表示，25年來，香港雖歷經風雨，依
然璀璨奪目。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成為香
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要轉折點。2021年
初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
順利完成，為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和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香港開
啟了良政善治的新局面，友好協進會將堅決支持

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
音樂晚會節目精彩紛呈，由香港樂團演奏

的《紅旗頌》揭開序幕。香港兒童合唱團亦參與
演出，合唱《這是我家》、《明天會更好》兩首
歌曲。著名男高音莫華倫以及兩位女高音張瀞
丹、周旋分別深情獻唱《萬里長城永不倒》、
《我愛你中國》、《我的祖國》等經典歌曲，以
及鄺勵齡、陳晨男女高音二重唱《不忘初心》等
等，都令觀眾聽出耳油。
小提琴演奏家姚珏同台獻藝，獻上小提琴

獨奏 《金色的爐台》，鄭慧表演了鋼琴獨奏
《黃河鋼琴協奏曲第四樂章：保衛黃河》。在壓
軸演出中，全體演出嘉賓合唱《獅子山下》和
《歌唱祖國》，為這場視聽盛宴畫上完美句號。

林鄭月娥致辭時指，展覽回顧了香港回歸
前的歷史、“一國兩制”開創性的構

想，以及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回歸前後，始
終不變的是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對香港
同胞的關愛和熱情。她說，香港的發展離不開
國家。在國家全力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過去25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香港享有“一國
兩制”的獨特優勢以及高度法治化、市場化和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更是全球最自由和最具競
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也是聯通中外、薈萃東西
的亞洲國際都會。
她說，這次展覽亦是一場推廣國民教育、培

養家國情懷的長期活動。她希望每一位參觀者
都可以通過親身感受這些珍貴圖片的魅力，加
強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盧新寧：精彩再現“一國兩制”非凡歷程
盧新寧致辭時表示，只有不忘來路，才能

走好正路、開闢新路。這次主題展以500多張
珍貴圖片記錄香江光影，精彩再現了“一國兩
制”從偉大構想變成生動實踐的非凡歷程。一

圖勝千言，相信廣大市民會從這幅歷史長卷
中，汲取繼續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她與大家分享了三點感受：一是從歷史中
體會香港情懷與民族精神的交匯，有利於提升
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欲知大道，必先
為史”。展覽中一張張生動的圖片，幫助我們
尋找記憶裏的民族根、國家魂，感受香港與內
地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領悟“一國兩制”的
歷史脈絡。

二是從歷史中感受“一國兩制”不斷完善
的進程，有利於堅定道路自信。過去25年的歷
史經驗證明，“一國兩制”是香港歷史遺留問
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三是從歷史中認清時代發展的大勢，有利
於增強香港走向未來的信心。回望歷史，香港
發展最好的時候，都是與祖國經濟發展結合最
緊的時候，內地的龐大市場始終是香港經濟發
展的廣闊腹地。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逆
轉。作為聯通內地、連接全球的重要樞紐，香

港未來的舞台更為寬廣、前景更加光明。

毛超峰：對“一國兩制”道路信心更堅
毛超峰表示，我們舉辦主題展，就是從

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擷取500多個代表性瞬
間，用圖文並茂的全景化方式立體展示香港
發生的滄桑巨變和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讓大
家真實觸摸、深切感受到香港是從哪裏來
的、走過哪些路、將要向哪裏去。“鑒往知
來，我們就要看到，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的神聖領土，香港的命運從來都與祖國緊密
相連。鑒往知來，我們就要看到，‘一國兩
制’的生動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讓
我們對‘一國兩制’道路信心更加堅定。鑒
往知來，我們就要看到，新時代香港融入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必將迎來更加
璀璨光輝的明天。”

此次主題展覽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展覽
歷史跨度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以500多張照
片和文字資料，全方位回顧香港回歸祖國的歷
程及發展，展期至本月26日。

香港文匯報訊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

25周年大型主題展”21日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紫荊文化集團董事長毛超峰、中央駐港

國安公署副署長孫青野、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潘

雲東，以及社會各界人士120餘人出席活動。林

鄭月娥、盧新寧、毛超峰分別在主題展開幕儀式

上致辭。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回歸前後，始終

不變的是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對香港同胞

的關愛和熱情。只要香港堅守“一國兩制”原

則，用好香港的獨特優勢，在“一帶一路”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

發展格局發揮“兩制”之利，積極作為，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必定可以繼續向前邁進，

再創佳績，為國家作出新的貢獻。

友好協音樂晚會慶回歸賀會慶 香江國際辦特展
回顧兩地廿五載中華情

展
覽
共
設
六
部
分

主題展覽共設六部分，第一部分“忍辱負重”將
英國強佔香港、辛亥革命、工人運動、抗日戰爭和建
立新中國等一系列革命歷史事件串聯成珠，講述香港
的前世今生。

第二部分“骨肉情深”以三趟快車、東深供水、
災難時刻內地慷慨賑濟香港、香港愛心奉獻內地為主
軸，描繪內地與香港骨肉之深情。

第三部分“艱難歷程”回顧了改革開放、“一國
兩制”設想、《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基本法的誕
生、特區成立等激動人心的香港回歸籌備故事。

第四部分“繁榮穩定”包含國家領導人視察香
港、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惠港挺港、輝煌成
就享譽國際等方面體現“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偉大成
就。

第五部分“再啟新程”以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新機遇、“十四五”規劃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展示
香港未來發展規劃。

最後一部分“我與香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市民攝影展。

◀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
大型主題展”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林鄭月娥（前排右一）、盧新寧（前
排右二）與毛超峰（前排右三）一行觀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慶回歸賀會慶”音樂晚會21日舉行。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2年6月26日       Sunday, June 26, 2022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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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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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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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20222022德州東北同鄉會上周日盛大舉行德州東北同鄉會上周日盛大舉行
““父親節夏日音樂會父親節夏日音樂會””絃歌交錯絃歌交錯，，感人肺腑感人肺腑

著名歌星蔡毅壓軸獨唱著名歌星蔡毅壓軸獨唱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

少兒古箏合奏少兒古箏合奏《《滄海一聲笑滄海一聲笑》。》。

王飛雪獨唱王飛雪獨唱《《當你老了當你老了》。》。 楊萬青楊萬青（（右右））陸㬢陸㬢（（左左））簫二重奏簫二重奏《《憶江南憶江南》。》。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會長許涓涓會長許涓涓
（（左左））與休斯敦中提琴演奏與休斯敦中提琴演奏
家劉銳家劉銳（（右右））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楊萬青葫蘆絲獨奏楊萬青葫蘆絲獨奏
《《侗鄉之夜侗鄉之夜》。》。

休斯頓民樂團樂器小合奏休斯頓民樂團樂器小合奏
《《喜洋洋喜洋洋》，《》，《步步高步步高》。》。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會
長許涓涓致詞長許涓涓致詞。。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執行
長方一川致詞長方一川致詞。。

音樂會主持人劉金璐音樂會主持人劉金璐（（右右））
、、王力王力（（左左）。）。

所有表演者於節目中大合影留念所有表演者於節目中大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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