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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衛生工作者昨日在巴石市屈臣氏藥房內為一名女子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衛生部說部份藥房被授權協助政府接種科興和阿斯利康
新冠疫苗。

1月20日，中國駐菲大使館通過線上方式舉辦2021年度「使館之友」系列獎項頒獎儀
式，對大力支持中國駐菲使領館各項工作、致力中菲友好的各界友好人士代表進行表彰。圖
為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在頒獎典禮上致辭。	 	 	 	 <中國大使館供圖>

大岷新冠趨降？ 政府顧問:難說
OCTA：大岷區仍處於「嚴重風險」

本報訊：國家抗疫工作組的醫學顧問赫

莫薩醫生昨天表示，很難肯定國都區最近的

病例下降是否是感染下降軌跡的開始。

在接受採訪時，赫莫薩被問及國都區的

病例下降是否意味著由奧密克戒變種病毒引

起的病例激增情況已經達到頂峰及現在正在

處於下降趨勢。

他回答：「很難肯定是否已經出現下降

趨勢，儘管過去2天確實出現了快速下降的

現象。我們還不能放鬆。我們仍然要保持謹

慎。」

赫莫薩補充說，他們正在研究一週的平

均每日發病率和增長率，以評估新冠肺炎病

例的趨勢。

儘管感染有所下降，但他警告說，上週

通報的新冠肺炎病例有可能會開始出現「問

題」和「併發症」並被送往醫院。

因此，他說，醫院正在為這種情況做準

備。

另一方面，大岷區的新冠病例增長率已

進一步降至-20%，但OCTA的一名研究員重

申，儘管感染人數有所減少，該地區仍面臨

嚴重風險。

OCTA研究員沓密昨晚在推特上表示：

「國都區的一週增長率下降到-20%，而傳染

值下降到1.58。國都區仍然平均每天有超過

1.3萬宗新病例，這使我們處於嚴重風險之

中。」

沓密還重申，在國都區中新冠肺炎病例

減少的情況下，公眾不應「放鬆警惕」。

沓密補充說：「我們不能放鬆警惕，必

須繼續遵守衛生規程，以維持國都區新病例

的下降趨勢。」

他還表示，在國都區的感染減少的情況

下，該地區以外的病例有所增加。

沓密說，截至1月19日，新感染人數最

多的省份和地區包括國都區、甲美地、黎

剎、內湖、宿務、邦邦牙、武六干、敏訖、

怡朗、蜂牙絲蘭、加牙鄢、南納卯、計順、

西黑人省、伊沙迷拉、東密杉彌示、南甘馬

仁、南三寶顏和禮智。

本報訊：如果副總統麗妮·

羅貝禮道在5月選舉署未能當選

總統，她可以選擇重返發展工

作和替代性法律服務（指替社

會邊緣人士和弱勢群體提供法

律援助）。

她 在 電 台 節 目 上 提 到 了

她在2013年進入政界之前的工

作。

她說：「對我來說，回到

我丈夫去世之前和我從政之前

的生活並不難。那是與弱勢群

體非常密切的合作。我仍將繼

續我的所有倡導。」

副總統補充說，如果她在

總統競選中失敗，她還將繼續

推進教育、治理等相關倡議。

在 2 0 1 3 年 成 為 眾 議 員 之

前 ， 羅 貝 禮 道 是 一 名 執 業 律

師，專注於涉及弱勢群體的案

件。

羅貝禮道曾在Sen t ro  ng 

Alternatibong Lingap Panlegal 

(SALIGAN), Inc.和公共檢察官

辦公室擔任志願律師。

她本應被任命為地區初審法院法官，但

在她的丈夫、時任內政部長林炳智去世後決

定競選眾議員。

在2016年，羅貝禮道競選副總統，擊敗

前參議員小馬科斯。

她說：「以前我的倡導是通過法律教

育真正賦予權力，但現在我也將大量參與教

育。也就是教育和治理。這實際上是林炳智

基金會的主要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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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4省入防疫4級警戒
本報訊：由於新冠病例激增，馬拉干鄢

昨天宣佈在4個省實施更嚴格的第4級防疫警

戒。

並在菲國15個地區實施第3級防疫警戒。

新的防疫警報級別將從1月21日開始直至

31日。

加凌牙、伊富爻、高山省和北三描已從

第3級防疫警戒提升到第4級。

根據衛生部的數據，防疫警戒級別第4

級的地區的新冠肺炎傳播風險為中度至高風

險，醫療設施使用率高於70%。

在第4級警戒下，18歲以下、65歲以上、

有基礎疾病者、孕婦不得出門。

電影院、遊樂場、現場聲音和管樂器活

動以及所有接觸性運動——無論是室內還是

室外——都被禁止。

面授課程，除跨機構工作組和／或總統

辦公室批准的課程外，也是不允許。

餐廳、理髮店、美髮和美甲水療中心以

及美容院等場所的室內最高入座／入場率為

10%（僅限已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和室外的

最高入座／入場率為30%。

同時，以下15個區域的防疫警戒級別升

至第3級：

呂宋島：亞巴遙、公主港市、馬實描

地。

未獅耶：錫基賀。

棉蘭佬：北三寶顏、三寶顏錫武崖、北

蘭佬、納卯黎奧洛、東納卯、北古島、沙蘭

彥尼、蘇丹龜達叻、北樹里爻、馬銀蘭佬、

描絲蘭。

在第3級防疫警戒下，除跨機構工作組

和／或總統辦公室批准的課程外，禁止進行

面授課堂、接觸性運動、遊樂場以及現場聲

音和管樂器活動。

將允許區內和跨區出行，但須遵守當地

政府的限制。部分場所和旅遊景點的入場率

也將縮減至30%（室內場館）和50%（室外場

地）。

菲中跨國捐贈：大愛相「髓」
中新社福州1月20日電：「春節將至，

中國現在猶如我的第二故鄉，而春節對我來

說，就是與家人一起，共慶新生。」一位菲

律濱血液病患者在一封給鄭宇濤的手寫英文

致謝信中這樣寫道。

20日，廈門航空公司「95後」飛行簽派

員鄭宇濤向記者提及這封來自「熟悉的陌生

人」的手寫信時，仍為這場大愛相「髓」的

奇緣，倍感珍惜和欣慰。

數日前，鄭宇濤在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捐獻出371ml造血幹細胞，成為福建省第

327例、廈門市第111例造血幹細胞捐獻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福建省2022年首例造血

幹細胞捐獻，也是中華骨髓庫首例捐獻救助

菲律濱患者的案例。

23歲的鄭宇濤是福建漳浦人，目前在廈

門航空公司擔任飛行簽派員。簽派員是個特

殊工種，負責搜集飛行信息、放行航班，堪

稱「不上天的機長」。此位菲律濱患者比鄭

宇濤大二十餘歲，在鄭宇濤眼中，「年齡和

父親差不多」。

也正因此，去年7月，鄭宇濤接到天津

紅十字會詢問，是否願意為一位初配成功的

血液患者捐贈造血幹細胞時，他爽快應承

「我願意捐獻」。

彼時，鄭宇濤並未知道受贈者來自異

國。「你給予我的這次機會，我感激不盡；

如果我是健康的，我也會做同樣的選擇。如

果我能活下去，我會將愛傳遞出去。」英文

感謝信中，受贈者如是說。

鄭宇濤父母對捐髓深表擔憂。「我和我

父親講，如果我是患者的家裡人，我肯定很

希望有人能站出來救我的親人。」鄭宇濤這

番話打動了父親。捐獻當天，父母特意從漳

浦趕來廈門陪伴在他身邊。

1月11日，歷經4小時，鄭宇濤成功捐獻

371ml造血幹細胞懸浮液。攜帶造血幹細胞的

醫護專員搭乘廈航MF8553航班前往南京。廈

航公司特地申請將飛機從遠機位協調至廊橋

保障，極大縮短了醫護專員登機時間，為造

血幹細胞配型爭取寶貴時間，節約這場生命

接力的每一分鐘。

「感謝你和你的家人，給了我一個慶祝

春節的機會。」捐獻結束，受贈者在信中寫

下對小鄭、對中國的感恩，並提前遙祝小鄭

及家人春節快樂。

當天，鄭宇濤重返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複查，身體狀態一切良好。中華骨髓庫工

作人員認為，這一次跨國捐贈，打開了中華

骨髓庫的新一頁，書寫了中國和菲律濱人民

友好往來的新篇章。

中使館頒發「使館之友」系列獎項
中新社馬尼拉1月20日電：中國駐菲律濱

使館20日通過線上方式舉辦2021年度「使館

之友」系列獎項頒獎儀式，對大力支持中國

駐菲使領館各項工作、致力中菲友好的各界

友好人士代表進行表彰。

旨在讓更多人成為中菲友好的同行者、

在菲華僑華人的守護者，共同開闢兩國更加

美好的未來。

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溪連、中國駐宿務

總領事賈力、駐達沃總領事黎林、駐拉瓦格

館長領事周遊斌以及獲獎嘉賓、菲華社僑領

等共約200人出席，駐菲使館參贊兼總領事王

悅主持了儀式。

黃溪連為菲律濱總統中國事務特使洪海

萍（Jaime Cruz）、馬尼拉市政府秘書長洪英

鐘（Bernardito Bernie Ang）以及菲華商聯總

會理事長林育慶、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

鴻、菲律濱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等53名獲獎

人員和團體代表頒獎。

黃溪連致辭表示，剛剛過去的2021年，

在前所未有的困難面前，在兩國元首親自引

領下，中菲兩國以抗擊疫情和經濟復甦為主

線，深化各領域互利合作，攜手構建了更緊

密的新時期夥伴關係，共同譜寫了堅韌不

拔、共克時艱的感人篇章。

黃溪連介紹說，一年來，駐菲使館在

菲成功實施海外最大規模「春苗行動」；大

力整治市場亂象，推動赴華機票價格大幅下

降。

推進護照旅行證「雲上辦」、「零跑

腿」，幫助申請人省時省力省心；全年妥善

處置2200多起領保案件；舉辦多種形式的領

保和防疫知識講座，並與華社共同發起「中

菲人文之驛」，打造起新時期在菲同胞專屬

的人文交流平台。

黃溪連表示，今年使館將「領僑之友」

系列獎項升級為「使館之友」，並且新設了

「華社抗疫」專項獎，旨在更廣的範圍裡弘

揚仁義大愛，進一步傳播正能量。

黃溪連高度肯定菲華抗疫委員會在實施

「春苗行動」等多項抗疫工作中做出的重大

貢獻，並對菲華多個社團和機構積極救治同

胞，無償發放抗疫藥品物資的義舉善行予以

讚賞和感謝。

多位獲獎代表表示將繼續配合使館守護

在菲同胞的福祉和平安，助力中菲友好關係

的健康穩定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