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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菲青少年辨別假新聞能力「一般」
本報訊：一家大學的民意調查研究機構

昨天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菲青

少年識別假新聞的能力「一般」。

在一場線上記者會上，BOSES Pilipinas表

示，52.5%的青年受訪者在10條假新聞測試中

只有6到8個正確答案，平均得分為6.9分。

BOSES Pilipinas召集人德恩拉說：「總

的來說，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數據得出結論，

我們的學生在識別假新聞方面只有平均水

平。」

BOSES Pilipinas將自己描述為「在菲律

濱建立的第一個駐大學的意見和調查研究機

構。」這項研究是三項研究中的第二項，這

從2021年8月23日至2021年9月24日，訪問全國

25所高校的24,625名受訪者。

該研究還顯示，大多數（63%）的受訪

者認為他們對識別假新聞有一定信心，但

在10項假新聞測試中，他們的平均得分僅為

6.9。據德恩拉說，這表明「學生識別假新聞

和真實新聞的感知能力，與他們面對假新聞

面前的實際表現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匹配。」

她補充：「這意味著，當他們回答測

試時，他們的自信並沒有轉化為他們的能

力。」

出席新聞發布會的獲獎記者納里對假新

聞表示了震警，稱之為「對來之不易的知情

同意理念的直接威脅」。

他說：「它們破壞、扭曲，並最終否認

知情同意的可能性。」

BOSES Pilipinas說，第一次調查是於2021

年5月17日至6月24日在18所大學訪問了7744

人，第三次調查將於明年2月至3月進行。

中國駐菲大使館11月16日向移民局捐贈3輛執法車輛，圖為黃溪連大使出席移交儀式。
<中國大使館供圖>

總統宴逾百議員 擬求支持吳杜配
<上接8版>

他在聲明中說：「對總統來說，這是一

次見朋友的機會，自疫情爆發以來，由於實

施了限制措施，他就沒有親自見過朋友。」

他補充，考慮到新冠肺炎病例的持續減

少，預計總統將與「朋友和盟友」一起參加

更多類似的聚會。諾格拉禮斯沒有說明是哪

些眾議員與總統會面，也沒有公布出席會面

的眾議員人數。

在另一聲明中，副眾議長羅迷洛說，杜

特地總統招待了「100多名眾議員」。

他說：「他（杜特地總統）接著感謝第

18屆國會給予他的立法支持。」

羅迷洛補充：「作為回報，以眾議長維

拉斯科為首的眾議院領袖感謝了總統，感謝

他通過眾議院各代表進行的所有項目。」

在此次會面的前一天，政界人士敲定了

2022年選舉的計劃，候選人替換期已於週一

結束。

此次會面還是在傳出推翻眾議長維拉斯

科的謠言之際發生。維拉斯科是納卯市長莎

拉．杜特地—加彪的親密盟友。

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羅麻地斯（力量黨總

裁）否認了這些謠言。

中國向移民局捐車 
合作打擊跨境犯罪

中新社馬尼拉11月17日電：中國

駐菲律濱大使館11月16日向菲律濱移民

局捐贈3輛執法車輛，包括2輛16座商務

車和1輛7座SUV。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

溪連與菲移民局局長莫仁地出席交接儀

式，共同推動合作打擊跨境犯罪。

黃溪連表示，執法合作作為中菲兩

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雙邊關係發

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在菲移民

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兩國執法部門

在打擊跨境網絡電信詐騙犯罪、緝捕中

國逃犯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2019年9月份以

來，中菲兩國移民、警察等執法部門聯

合開展了四次行動，成功抓獲了1500餘

名犯罪嫌疑人和逃犯，沉重打擊了不法

分子的囂張氣焰。在此過程中，中國駐

菲大使館與菲移民局建立了緊密的合作

關係。

黃溪連強調，可以預見，隨著兩國

關係穩步發展，雙方人員、資金往來更

加密切頻繁，由此引發的跨國違法犯罪

問題也隨之凸顯，亟需兩國執法部門加

強合作、共同應對。中方願繼續加強與

菲移民局及其他執法部門的協作配合，

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共同維護

兩國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

莫仁地對中方援助車輛表示感謝，

指出近年來在中國大使館的協調支持

下，中菲兩國執法部門合作取得顯著成

效。此次捐贈的車輛對於移民局打擊違

法犯罪活動、抓捕不法分子具有重要作

用。將繼續全力協助並配合中方開展執

法合作，共同打擊犯罪。

新增1190宗確診 
活躍病例降至23846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新增

1190宗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759名患者

康復，而活躍病例為23,846例。

活躍病例數字是自1月12日（23,532

例）以來最低的。

與此同時，新增病例使累計新冠肺

炎病例總數增至2,820,494例。

在逾2.3萬例活躍病例中，58.1%屬

輕症病例，5.2%屬無症狀病例，12%屬

重症病例，5%屬危重病例。

新增的康復人數也使累計新冠肺炎

康復人數增至2,750,531人。

再有309名患者死亡。

因此，累計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增至

46,117人。

衛生部說，在新增的309例死亡病

例中，只有18例發生在2021年11月。昨

天報告的死亡病例中，有61%是發生在

2021年10月，原因是這些死亡資料的輸

入較晚。

衛生部稱：「目前正在與流行病學

和監測單位協調這一問題，以確保信息

是最新的。」

陽性率為3.5%，這已經是低於世界

衛生組織的要求。新冠病毒檢測總數為

33567次。

根據衛生部的最新的數據，全國

33%的重症監護病床在使用中，21%的

呼吸機在使用中。

在大岷區，33%的重症監護病床在

使用中，22%的呼吸機在使用中。

菲美戰略對話落幕 重申南海仲裁結果

這是11月17日在巴西市的菲文化中心拍攝的芭蕾舞演員在舞台上表演的多重曝光照片。
為了支持菲舞蹈產業，菲文化中心正準備重新開放現場劇場演出，參與演出的是在疫情期間
失去工作的舞者和編舞。	 	 	 	 	 	 	 		<新華社>

本報訊：菲律濱和美國重申，2016年仲

裁法庭裁定中國在資源豐富的南海的擴張主

張無效，這對馬尼拉和北京都具有法律約束

力。

在為期兩天的第9次雙邊戰略對話結束時

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菲律濱和美國還重申，

正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仲裁裁決所反映的

那樣，中國「在南海廣泛的海洋主張不符合

國際海洋法」。

他們說，中國不能「合法主張海洋」，

包括對獲仲裁法庭「認為位於菲律濱專屬經

濟區或大陸架上」之區域的黃岩島和南沙群

島的任何專屬經濟區的主張。

兩國的聯合聲明稱，「在2016年7月12日

一致通過的南海仲裁裁決……根據公約，這

一決定對菲律濱和中國具有法律約束力。」

中國聲稱對其所謂有爭議的九段線內的

大部分水域擁有主權，並繼續維持其在爭議

水域的立場，拒絕接受裁決。

在五月，杜特地總統形容該仲裁裁決只

是垃圾桶裡的一張紙，因為沒有導致任何結

果。

此前，杜特地已經告訴聯合國，菲國

「拒絕和破壞」仲裁裁決的計劃。

兩國還稱中國在這些地區騷擾菲律濱漁

船和近海能源開發活動是「非法的，任何單

方面……開發這些資源的行動。」

聲明稱：「美國和菲律濱表示支持遵守

國際海洋法，並將繼續開展活動和合作，以

支持在南海和世界各地的航行、飛行和其他

合法使用該海域的安全和自由。」

「為此，我們決定在2022年啟動海上對

話。」

美方在會議和聯合聲明中都「明確」確

認了該仲裁裁和有關在南海武裝攻擊菲武裝

部隊、公共船隻或飛機的互防條約條例的應

用。

兩國把互防條約描述為雙邊防務和安全

關係的「關鍵支柱」，並獲得1998年的訪問

部隊協議和2014年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兩

國重申了各自的條約承諾。

這包括在太平洋地區發生武裝襲擊時的

共同防禦義務。

聯合聲明稱：「在我們慶祝美菲同盟70

週年之際，我們重申我們的條約承諾，包括

我們的互防條約第4條的義務，即對太平洋地

區針對美國或菲律濱的武裝襲擊作出反應。

菲律濱歡迎美國在其2020年7月13日聲明中有

關太平洋地區包括南海的立場。」兩國承諾

通過應對「新的和正在出現的挑戰」來「增

強聯盟的姿態」。

兩國說：「我們打算確保互防條約繼續

適用於應對當前和新出現的威脅。」

菲律濱駐美國大使羅麻地斯和國防副部

長倫那代表菲國和美國的國務院東亞和太平

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克里滕布林克和國防部印

太地區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代表美國政

府簽署了該聯合聲明。

除聯合聲明外，雙方還簽署了互防委員

會—安全交戰委員會戰略政策指引。

羅麻地斯說：「菲律濱和美國必須攜手
應對當前的現實和挑戰。雙方必須保持坦誠
交流和經常性互動。」

外交部引述了克里滕布林克的話稱：
「我們向你保證我們承諾。」

克里滕布林克是在重申美國政府的對中
國海洋主權主張的政策時發表這一番話。美
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2020年7月首次闡明對中
國海洋主權主張的政策。

兩國還承諾提高菲武裝部隊的防禦能
力，並促進美菲兩國軍隊的互操作性。

這將通過定期進行高層訪問和對話、培
訓、建立協調中心「以改善雙邊信息共享和
規劃」、發展聯合指揮控制能力、完善雙邊
海上框架，更全面、更及時地開展行動。

聲明稱：「鑑於當前的地緣政治緊張局
勢，特別是菲律濱海域的緊張局勢，我們仍
有意加強菲武裝部隊的防禦能力，並計劃尋
求途徑。」

它補充：「這包括為此目的的資金安
排，展示我們對聯盟的共同的、不可動搖的
承諾，相互保證它是強大的，並將在未來幾
十年保持如此。」

與此同時，菲律濱感謝美國在提供新
冠肺炎疫苗方面的「領導角色」，作為疫苗
共享平台全球新冠疫苗保障機制的最大貢獻
國。

兩國還同意「確定在經濟領域進行更
廣泛接觸的領域，幫助為迅速復甦鋪平道
路。」

「我們認識到，穩定、公平地供應新冠
疫苗和加強劑至關重要。因此，菲律濱歡迎
美國支持菲律濱發展國內疫苗、療法和診斷
工具生產能力的努力。」

防長再感染新冠肺炎
本報訊：國防部長洛仁薩那的新冠肺炎

檢測結果呈陽性，這是他第二次被感染。

在參議員殊米利在參議院預算審議期間

宣佈這一消息後，洛仁薩那於11月17日週三

晚上親自證實了這一消息。

洛仁薩那告訴記者：「是的，我的新冠

檢測呈陽性。」

洛仁薩那表示，他週二下午參加了參議

院的2022年國防預算審議，並接受了拭子檢

查。

他直到週三上午才收到拭子檢測的結

果。

國防部長表示，他已經完全接種了疫

苗，並沒有感覺到任何症狀。

他說：「我要觀察幾天，然後再進行一

次核酸檢測。」

洛仁薩那10月28日剛滿73歲，去年4月6

日首次感染了新冠肺炎。

政府批准Novavax疫苗緊急使用
本報訊：食藥署昨天宣布，已批准美

國生物技術公司Novavax開發的Covovax新冠

疫苗的緊急使用許可。食藥署長杜明戈說，

Covovax是一種蛋白質亞單位型疫苗，有效率

為89.7%。18歲以上的人可以注射。

他在記者會期間說：「這是一種新的疫

苗，被稱為蛋白質亞單位疫苗。它會複制病

毒的抗原部分的純部分。然後注射體內，引

起免疫反應。」他說，該品牌由印度血清研

究所生產。食藥署說，Covovax將分兩劑注

射，間隔不應少於21天。

他說：「臨床試驗表明，它有非常輕微

的副作用。它的安全性也很好。」

食藥署補充，該疫苗可能在今年年底或

2022年投入使用。

馬尼拉電影中心慘案四十週年 工會領袖歎工人遭遇馬家崛起
本報訊：工會領袖週三說，40年前馬尼

拉電影中心在建造過程中坍塌導致數目不明

的工人死亡，直到今日仍然未能昭雪。

由工人鬥爭組織發言人督道禮洛宣讀的

瓦登·貝洛的聲明說：「這場悲劇證明了由

於精英僱主的冷漠，工人們遭受了極端的虐

待。這種文化直到現在都沒有被打破，因為

精英繼續統治著這個國家。」

勞動團體點燃蠟燭，悼念在施工過程中

倒塌被困和遇難的工人。

耗資2100萬美元的馬尼拉電影中心是前

第一夫人伊美黛·馬科斯的一個項目，她想把

馬尼拉打造成「東方的康城」。在6個月的

時間裡，8000名工人每天24小時工作，直到

1982年1月開幕。

由於軍管期間的媒體審查，在事故中死

亡的確切人數是一個謎，而且有傳聞說屍體

仍然被埋在大樓裡。

在美聯社1996年的一篇報道中，馬科斯

承認了這一事件，但聲稱只有7人死亡，建築

中沒有留下屍體。

在明年選舉中競選副總統的貝洛說，馬

科斯家族繼續困擾著這個國家，特別是他們

試圖通過總統候選人蒙蒙·馬科斯重返馬拉干

鄢宮。

貝洛說：「我們不應該讓馬科斯家族試

圖修改歷史的做法埋葬這些悲劇。」

他說：「軍管的真正幽靈正在這個國家

的權力中心蔓延。讓我們繼續尋求正義，尋

找方法結束這個腐敗的制度，這個制度針對

的是我們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都掌握在精

英階層手中。」

總統候選人利奧迪·黎虞斯曼則表示，馬

尼拉電影中心的悲劇是馬科斯家族忽視工人

的結果。

他說：「這標誌著馬科斯統治下的勞動

者遭受的不人道待遇。工人的親屬甚至沒有

得到適當的哀悼時間。」

黎虞斯曼還哀歎，當數百萬菲人死於飢

餓時，卻在建造這座奢華的建築。

他補充道：「他們在危機時期花了很多

錢，而我們的同胞只能勉強生存。你會看到

他們如何忽視窮人的需求，就像這個國家的

精英們如何缺乏同情心一樣。」

1991年，馬尼拉電影中心因其糟糕的結

構完整性而被宣佈為危樓。

黎虞斯曼補充說，現在是時候選那些

提出「新政治」、支持多數人需求的領導人

了。他說：「如果精英統治繼續在我們的國

家，整個國家將成為貧困的沙漠。我們的國

家將成為殘酷的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