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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激增 CNBC：美正在考慮停飛所有往來大陸班機
（綜合報導）由於大陸武漢肺炎疫

情急速蔓延，湖北確診病例激增，全大
陸確診5515人，已有超過130人死亡，
白宮正在考慮停飛往來大陸的所有班機
。

據 CNBC 新聞網 28 日報導，相關
限制除了影響往來大陸的班機外，還可
能影響全美各地機場。川普政府正在考
慮採取各種措施，以遏阻在全球迅速蔓
延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衛生官員周二說，白宮官員召集
了美國各大航空主管，告訴他們，可能
考慮暫時禁飛往來大陸的航班。

在美國航空業者中提供最多香港、
大陸航班的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周二宣佈，隨著疫情惡化，將取消下個
月飛往香港與大陸的數十航班。它說，
目前對飛往大陸航班的需求大幅下降。

由於大陸武漢肺炎疫情急速蔓延，
湖北確診病例激增，全大陸確診5515人
，已有超過130人死亡，白宮正在考慮

停飛往來大陸的所有班機。
據 CNBC 新聞網 28 日報導，相關

限制除了影響往來大陸
的班機外，還可能影響
全美各地機場。川普政
府正在考慮採取各種措
施，以遏阻在全球迅速
蔓延的武漢新型冠狀病
毒。知情人士透露，美
國衛生官員周二說，白
宮官員召集了美國各大
航空主管，告訴他們，
可能考慮暫時禁飛往來
大陸的航班。

在美國航空業者中
提供最多香港、大陸航
班的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周二宣佈，隨
著疫情惡化，將取消下
個月飛往香港與大陸的
數十航班。它說，目前

對飛往大陸航班的需求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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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武漢肺炎疫情迅速擴散，引
起各國緊張。北韓先前宣布實施 「鎖國」政策
，禁止外國遊客入境。北韓媒體28日報導，衞
生部門決定採取緊急措施，要求開城南北韓聯
絡辦公室的南韓人員全體配戴口罩，所有經中
國入境的外國人也必須隔離1個月。

北韓《勞動新聞》發表1篇名為 「預防新
型冠狀病毒的緊急對策」的文章，指衞生部門
積極預防讓 「國際社會產生巨大不安和憂慮」
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部門在邊境、港口
、機場等地展開嚴格防疫工作，並制訂防止病
毒流入的高強度措施，對出境、出差人員進行

檢測，同時為應對疑似病例，提前建置隔離設
施。

報導指出，藥品生產部門正加緊生產抗病
毒藥物。南韓媒體則分析，由於朝媒稱 「衞生
部門在制訂徹底防疫措施，阻止新型冠狀病毒
流入」，因此相信北韓還未出現武漢肺炎的確
診病例。

南韓統一部28日表示，北韓當天要求南北
韓聯絡辦公室的南韓人員戴口罩上班。韓方當
天也開始使用紅外線熱像儀，監測從南北韓出
入事務所出入境人員的體溫，並向所有訪朝人
員發送口罩及消毒劑。

北韓要求 所有經中國入境的外國人隔離1個月

（綜合報導）鄰國法國、德國出現確診病
例，武漢肺炎進入歐洲，英國如臨大敵，除了
啟動撤僑措施，當局的防疫文件還建議搬運肺
炎患者遺體時要做好防護，因為病毒有可能在
過程中從肺排出。

鑒於武漢肺炎全球疫情升溫，英國升級防
疫措施，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
對各級醫院發布11頁防疫指南，建議國家醫療
保健署（NHS）人員在搬運肺炎患者遺體時，
務必做好防護措施。

內容指出： 「將剛過世的患者遺體搬上醫

院推車，後續再運往太平間的舉動，可能會讓
少部分空氣從遺體肺部排出，因此造成輕微風
險。」指南建議，在運送的過程中，遺體應該
先要裝進屍袋裡，負責運送的人員也應該穿戴
全套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
ment）。

另外，醫護人員在接觸潛在感染者時，應
該要穿戴全臉防護面罩，醫師也應該避免和患
者接觸，並且立即讓他們隔離檢疫。

文件指出， 「目前還沒有有效的藥物或疫
苗，要控制疫情取決於迅速辨識、適當的風險
評估、管理，以及隔離可能病例。」

病毒恐從肺外洩？英這樣處理屍體

（綜合報導）俗稱 「武漢肺炎」的2019冠狀
病毒肺炎大爆發，向全球擴散。大陸民眾紛紛搶
購口罩防疫，尤其是中部城市，民眾紛紛在日本
、澳洲、泰國、馬來西亞、南韓等地購買口罩，
造成多地口罩存量供不應求、貨架被 「洗劫一空
」，讓人想起多年前陸客到外國搶購奶粉的狀況
。

日本近年吸引眾多陸客前往旅行購物，近日
口罩成為搶購目標。東京成田機場 23 日有陸客
掃貨式狂買口罩，情況相當誇張。另有日媒引述
藥妝店員表示，不少旅客都會一次購買 15 盒口
罩，數量是平時的4至5倍，不少店舖擺放口罩
的貨架都空空如也。部分店家坦言，口罩生產速
度根本趕不上需求，預訂的數量只有交貨一半。

在澳洲，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珀斯、
阿德萊德、坎培拉等主要城市的全國最大連鎖藥
房 「Chemist Warehouse」，口罩已全數售罄，雪
梨多間分店更貼出英文及簡體字對照的告示，提

醒顧客 「我們沒有口罩了，已經賣光了！」。
部分店家指出，口罩需求太大，他們也不知

何時才會進貨；除了口罩，手部消毒劑也出現大
缺貨。專家要求政府釋出緊急儲備中的1000萬個
醫療用口罩，以解燃眉之急。

南韓首爾近日也有大批陸客排隊買口罩及洗
手液，許多商店都已缺貨。便利商店過去一周的
口罩銷售量比平常暴增10.8倍，網購平台的口罩
銷量較上周猛增9118%，十分誇張。

在馬來西亞、泰國等地亦出現大陸旅客搶口
罩的現象。馬來西亞媒體指，市面上的口罩在短
時間內被各國旅客及本地人一掃而空，24日就開
始斷貨。新山的商店店主表示，開店短短2小時
就有約百名顧客詢問是否還有口罩。

面對口罩缺貨潮，不少歐美國家也開始擔心
，紛紛購入口罩以備不時之需。在美國舊金山灣
區，以至德國柏林、法蘭克福等主要城市的口罩
都宣告售罄，貨架被搶購一空。

陸客狂買口罩 亞洲多國大缺貨

（ 綜 合 報 導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ICAO）近來傳出大舉封鎖挺台灣
的推特帳號，這些帳號都是在 ICAO
推特上表達不滿台灣遭ICAO排除的
言論而遭封鎖。對此，美國眾議院外
交委員會推文譴責ICAO此舉。

美新聞網站《Axios》28日報導，
華府智庫 「2049 計畫協會」（Project
2049 Institute） 客 座 研 究 員 莊 宛 樺
（Jessica Drun）在22日一則推文中批
評國際民航組織不願與台灣分享飛航
資訊的做法，她25日發現自己的推特
帳 號 遭 到 ICAO 封 鎖 。 而 同 樣 在
ICAO 做類似批評的美國國會議員助
理與研究員，也一同遭封鎖。

莊宛樺的推特上表示，2019新型
冠狀病毒（2019-nCoV）正在大陸肆
虐並擴散至海外，國際民航組織作為
國際民航的主要機構能針對疫情發布
國際飛航安全警示，台灣因為不是會
員將無法收到最新訊息。

對於國際民航組織的做法，美國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透過官方推特表示
，聯合國旗下的ICAO在確保航空安
全方面發揮重要角色，但ICAO將反
對國際民航組織排除台灣的推文噤聲
的舉措違背其既定的公平、包容與透
明原則。

美國聯邦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也在推特上對ICAO封鎖有關

台 灣 的 推 文 表
示 ， 「令 人 髮
指」， 並 稱 這
是 中 共 施 壓 並
霸 凌 國 際 組 織
屈 服 於 其 要 求
的 另 一 個 標 誌
。

對 此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同
日 在 官 方 推 特
上 發 布 社 群 網
站 規 則 聲 明 表
示，將移除不相關、有損聲譽與冒犯
性內容，批評者帳號將會被移除。

ICAO 也歡迎大家一起， 「透過基於
事實的內容以提升與傳遞航空永續發

展」。

挺台發言遭國際民航組織封鎖美議員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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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哈利王子與梅根已宣布
淡出王室，未來兩人將與兒子亞契長住加拿大
，加拿大人現在開始關心，如果路上遇到哈利
梅根，應該如何因應？專家提醒，哈利永遠都
是王室，別主動上前搭訕，等他們打招呼是最
好的方式。

加拿大《星島日報》引述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報導，溫哥華禮儀專家伯內特（Eliza-
beth Burnett）表示，如果在路上或是特定場合
巧遇哈利王子與梅根夫婦，絕不要上前搭訕
「嗨！哈利」，要記得哈利永遠都是王室成員

。

他說，如果民眾想向哈利鞠躬或是行屈膝
禮，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碰到他的身體
，如果想要握手，也得等對方先伸出手後再回
握。

另外，哈利和梅根已經不再使用殿下頭銜
了，民眾可以怎麼稱呼他們呢？伯內特說，他
們仍是 「薩塞克斯公爵及公爵夫人」（The
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可以以此稱呼。

不過他也認為，夫妻倆可能更喜歡人們稱
他們為 「哈利與梅根」， 「我相信他們希望被
當作當地人一樣。」

巧遇哈利梅根？專家出教戰守策

（綜合報導）武漢肺炎的疫情已經蔓延到
歐洲，法國、德國陸續傳出確診案例，歐洲其
他各國全都嚴陣以待。本周法國向歐盟提出請
求，希望歐盟能夠提供在武漢地區的歐洲公民
最緊急的協助。週二歐盟回應了，即刻啟動
「歐盟公民保護機制」，並派遣兩架專機，飛

往武漢撤離該地區的歐洲公民。
第一架專機計畫本周三早上從法國巴黎飛

往武漢，撤離人數大約250 人，以法國公民為
主。第二架專機也會在本周出發，目前登記的
人數100多人，包含10多個歐盟國家的公民。
除了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可以登記搭乘以外，

「歐洲公民保護機制」也提供給數個非會員國
必要的公民保護，例如冰島、挪威、塞爾維亞
、北馬其頓、蒙特內哥羅、土耳其。

歐盟聲明中表示，法國是第一個申請協助
撤僑的國家，後續如果有其他國家申請，歐盟
會再加派更多撤僑專機，包機的費用由參與的
國家共同分擔。

歐盟緊急協控中心(ERCC)負責執行這次撤
僑任務，強調只有尚未出現症狀的人才能登機
，而且回到歐洲境內後，必須再接受一連串的
檢查。是否需要進一步的強制隔離措施，專家
還未做出決定。

歐盟準備兩專機撤僑 沒症狀者才能搭機

（綜合報導）紐西蘭總理阿爾登今天宣布9月19日舉行大選。她去年處理恐怖攻擊案得宜，拉
抬了支持度，但後來又因經濟議題而下滑。這場選舉將檢驗阿爾登的支持度。

阿爾登（Jacinda Ardern）隸屬中間偏左的工黨（Labour Party），工黨主導的聯盟於2017年起執
政，正尋求連任。阿爾登宣布9月舉行眾議院選舉，比選舉最後可能日期11月提早2個月。

紐西蘭眾議院有120席，總理通常是多數黨領袖。
路透社報導，阿爾登在記者會中說： 「我將要求紐西蘭人民繼續支持我的領導和政府目前的執

政方向，即以穩定、強健經濟及在紐西蘭面對的長期挑戰中進步為基礎。」
去年3月，紐西蘭兩座清真寺發生恐攻槍擊案，造成51人喪生。阿爾登在案發後一週內宣布禁

止販售攻擊步槍與半自動武器，禁令立即生效，應對迅速，當時頗受好評。

民意支持度浮沉 紐西蘭總理宣布9月大選
（綜合報導）韓國外交部第二次官（相當於常務次長）李泰

鎬今天在中央政府首爾辦公大樓別館舉行記者會表示，政府決定
30日到31日安排4架包機從中國武漢撤僑。

李泰鎬表示，根據調查，共有700多名停留在武漢的韓國公
民希望回國，政府正與中國就派遣包機的具體時間等細節協商。

南聯合新聞通訊社指出，韓國還計劃透過撤僑包機向中國提
供200萬個口罩、10萬件防護服等醫療物資，並正在與中國協商
其他支援方案。

此前，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今天主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肺炎疫情的部長級會議，就疫情應對措施和計畫

、困在當地的僑民運輸和防止
病毒流入方案、無症狀者臨時
生活設施安排等方案進行了討
論。

報導指出，僑民將在登機
前接受韓國檢疫人員的檢測。
不過，根據中國政府規定，出
現37.5℃以上發燒、嘔吐、咳嗽、咽喉痛、呼吸困難等症狀的疑
似患者，以及包括韓國人家屬在內的中國籍人員不得搭乘包機返
韓。

從武漢返回韓國的僑民，將在回國後再次接受檢測，並暫時
居住在政府為其安置的臨時生活設施，在隔離狀態下度過武漢肺
炎病毒的潛伏期。

韓國將出動4架包機從中國武漢撤僑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0年1月29日       Wednesday, January 2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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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綜合報導 警察執勤期間遇上家犬或

流浪犬，容易引發激烈的爭執，美國司

法部因此出版手冊，訓練警員讓狗狗回

復平靜，避免狗狗失控觸發警員開槍。

據報道，美國司法部2019年秋冬出版

的《執法人員應對狗狗訓練手冊》，主要

應對全國警察執勤期間與家犬“爭執”，

警員鳴槍所引起的公眾憤怒及潛在訴訟。

雖然官方沒有槍擊動物事件的初步

統計數據，但司法部表示，當局普遍認

為有需要訂立正式協議及訓練，讓警員

了解家犬即便向人擺尾，也未必代表對

人類友善，警員需要懂得讓狗狗由兇猛

狀態回復平靜心情。

訓練手冊合著者克羅斯比表示，動物在

人類心中的地位已經超越“可抵押財產”，在

法律上和道德上它們已被視為同伴和家庭成員

，涉及的訴訟和賠償金額因此愈來愈多。

賓州切斯特縣警長威爾士要求屬下

，汽車內必定備有抓桿，這種抓桿壹端

是長棍，另壹端則是繩環，方便有需要

時制伏憤怒的狗狗。威爾士還要求其他

警員就如何管理動物接受培訓，以免對

警員或狗狗造成傷害，“我擔心警員的

安全和保障，但這

些狗狗很多都是民

眾的寵物，對家庭

非常重要”。

在位於亞利桑

那州的訓練公司

VirTra Inc.，受訓

警員會被安排站在

房間中央面對虛擬

場景，期間警員可

以與途人交談，甚

至按需要拔槍射擊，

另外還有場景模仿

與狗狗互動，練習

如何大喊大叫，使用胡椒噴霧或射擊等。

《執法人員應對狗狗訓練手冊》概

述如何閱讀狗狗的肢體語言，以及其他

處理憤怒動物的方法，例如使用胡椒噴

霧。手冊內大部分內容專門針對狗狗遭

槍擊後，市府如何敗訴或解決方法的案

例，這類個案壹般會在社交媒體和互聯

網引起廣泛關註。

2019年11月，佛州奧基喬市壹名男

子突然病發失去知覺，警員走近查看時

開槍射擊男子的愛犬。事件在網絡引發

極大回響，網民紛紛在社交媒體指責警

員，但警員在內部調查中，最終未被查

出任何不當行為。

全美動物保護與控制協會執行總監

湯普森(John Thompson)是個退休警察，

他說10年前覺得射擊狗狗沒大不了，但

他覺得時代已經轉變，“狗狗不再被視

為財產，它們是家庭壹份子，妳對它們

開槍等於妳射擊市民的孩子”。

旨在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柏林峰會召

開。與會各方同意以政治方式而非軍事

方式解決利比亞問題，遵守對利比亞的

武器禁運，共同促使利比亞沖突各方將

停火轉化為長久和平。

分析人士指出，利比亞問題錯綜復雜

，牽涉多方利益，此次各方能達成上述壹

致意見對解決問題來說是邁出了“積極壹

步”。不過，由於沒有明確寫入對違約行

為的具體約束和應對措施，成果文件能否

得到有效落實仍有待觀察。

明確政治方向
此次峰會為期壹天，來自12個國家

的領導人或高官以及聯合國等4個國際

組織的領導人參會。會議通過了壹份包

含55點成果的文件，重申對利比亞主權

、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承諾。

與會各方承諾，避免幹涉利比亞內政或

武裝沖突，利比亞問題沒有軍事解決方

案；呼籲有關各方全面持久停止所有敵

對行動，不要進行任何加劇沖突或與聯

合國安理會武器禁運、停火不符的活動；

設立由參會各方參與的國際跟蹤委員會，

以便在聯合國主持下保持各方會後協調，

並負責查驗峰會成果是否得到落實。

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峰會的成果文件否

定了軍事選項，各方都承諾避免幹涉利比亞

內政或武裝沖突，這就為利比亞問題確立了

政治解決的大方向，具有積極意義。

壹些與會領導人也對峰會成果予以

肯定。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與會各方

表現均“非常有建設性”，為解決利比

亞問題邁出了重要壹步。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說，會議傳遞出明確信號，外

界將不能支持“代理人戰爭”，也將避

免幹涉利比亞內政。

利益多重交織
自2011年卡紮菲政權被推翻後，利

比亞陷入動蕩，目前呈兩大勢力割據對

峙之勢。得到聯合國承認的民族團結政

府與支持它的武裝力量控制西部部分地

區；國民代表大會與“國民軍”結盟，

控制東部和中部地區、南部主要城市及

部分西部城市。雙方均被認為有外部勢

力支持，民族團結政府壹方的支持者為

卡塔爾、土耳其、意大利等國，而“國

民軍”壹方的支持者為埃及、沙特、阿

聯酋、俄羅斯、法國等國。

此前，俄羅斯曾積極開展斡旋行動

，與土耳其共同呼籲利比亞沖突雙方自

當地時間本月12日零時起停火，並得到

雙方響應。在俄羅斯斡旋下，雙方還於

13日在莫斯科舉行了間接對話。到了此

次峰會，德國成了斡旋的東道國。

分析人士認為，包括德國在內的歐

洲多國近期積極斡旋利比亞問題，是因

為害怕利比亞成為“歐洲腹下的敘利亞

”，具體而言包括三個方面。首先，長

期戰亂使利比亞壹些地區陷入無政府狀

態，海岸線和陸上邊界缺乏有效管控，

該國成為難民大量湧入歐洲的跳板。其

次，戰亂使利比亞成為滋生恐怖主義的

溫床，恐怖分子不僅向北滲透至歐洲，

還向南竄入薩赫勒地區，威脅法國在這

壹地區的傳統利益。第三，沖突影響利

比亞石油出口，進而對在該國石油業務

較多的意大利造成影響；希臘與塞浦路

斯則認為，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與土耳

其的地中海石油勘探合作侵犯了兩國利益。

能否落實存疑
盡管多方積極斡旋，並在此次峰會

上達成成果文件，但值得註意的是，繼

13日利比亞沖突雙方未能在莫斯科實現

直接對話和未能正式簽署停火協議之後

，此次雙方仍未能實現直接對話。默克

爾坦言，她與沖突雙方代表分別進行了

會談，但發現雙方分歧實在太大。

此外，從此次峰會成果文件的構成看，

倡導、要求等內容占據了很大篇幅，而有關

如何監督落實的內容則較少。有分析認為，

成果文件中缺乏對違反文件精神的行為的約

束機制和應對措施，或將導致文件在落實中

出現問題，其實際效果可能打折扣。

與會的利比亞前過渡政府官員卡邁

勒· 赫迪法認為，在歐洲召開利比亞問題

峰會，歐洲內部首先要達成壹致。然而

歐洲各國在利比亞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

，對沖突雙方的態度也不盡相同，齊心

落實峰會成果文件難度較大。

加拿大東北部省份遭遇嚴重雪災
聯邦派兵支援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表示，應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請求，將

派出軍隊支援這個遭遇嚴重雪災的東北部省份。

加拿大國防部、公共安全和應急準備部表示，已接受紐芬蘭和拉布拉

多省的求援。同時，加各級政府正共同努力，提供所需幫助。自然資源部

部長奧雷根官表示，當務之急是除雪，尤其是清理通往醫院的道路。

位於大西洋沿岸的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17日遭遇嚴重的冬季暴風雪

。該省首府聖約翰的降水量超過76厘米，同時伴隨的陣風風速最高超過

每小時150公裏。在暴風雪最猛烈時，能見度幾乎為零。市政當局的鏟

雪車也不得不暫停工作。

聖約翰的不少住戶被積雪封門。媒體拍攝到的畫面顯示，壹些街區

的積雪達到成年人大腿以上的高度。聖約翰國際機場被迫關閉，逾萬戶

人家斷電。

聖約翰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市政當局要求，除緊急車輛外，其余

所有車輛均不允許駛入城市街道；同時，商家須關門。

該省壹名在暴風雪中步行去朋友家的26歲的男子目前處於失蹤狀態

。警方正在尋找該男子，但搜尋進度也受到天氣的阻滯。

冬季暴風雪在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並不罕見，但17日的降水量打破

了1999年4月創下的單日降水紀錄。

雖然暴風雪警告已於18日解除，但該省省長鮑爾表示，後續清除積

雪的工作壓力非常大。各相關部門的員工都“越來越疲憊”。不少學校

已宣布下周壹將停課。

加拿大第壹大城市多倫多也在18日迎來今年首場暴風雪。氣象部門

估計降水量可達15厘米，同時對多倫多發出極寒天氣警報。在時速約50

公裏的大風下，飛揚的大雪令城市中的能見度大幅降低。皮爾遜國際機

場進出港航班受到壹定程度影響。高速公路上發生數十起事故，所幸多

為輕微碰撞。

未獲邀參加利比亞問題會議
希臘總理威脅行使否決權
綜合報導 利比亞“國民軍”領導人哈夫塔爾突訪希臘首都雅典，其

間與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以及外交部長鄧迪亞斯舉行會談。並將在17日晚

些時間從雅典啟程前往柏林參加由德國牽頭的利比亞危機國際首腦會議。

哈夫塔爾訪問雅典的計劃並沒有提前公布，訪問全程保安十分嚴密。

據報道，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表示，他對希臘沒有被邀請出席19日

的利比亞問題柏林會議感到失望。並指出，不邀請希臘參加此次國際峰

會是壹個錯誤，如果不取消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與土耳其之間的海上邊

界協議，希臘將在歐洲理事會行使否決權，反對有關這個北非國家的任

何解決方案。

米佐塔基斯還透露，他已致信歐洲理事會主席夏爾· 米歇爾和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向他們闡述希臘的立場。

德國外交部發言人布魯爾解釋稱，此次峰會旨在為利比亞尋求和平

道路，其間不會討論土耳其和利比亞簽署有爭議的海上邊界協議。

布魯爾說，德國政府完全理解希臘政府對利比亞的關切，特別是

對海上邊界問題的關註。但他拒絕就制定會議參與國家名單的標準

發表評論。

火星移民在即？
馬斯克：2050年前將送100萬人到火星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太

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創始

人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

了“2050年前將100萬人送往

火星”計劃的詳細信息。

報道稱，馬斯克16日在

社交媒體上發布壹系列推文

，透露了有關計劃於2050在

火星上建造壹座100萬人口城

市計劃的新細節。

他說，SpaceX 為此計劃

在未來 10 年內建造 1000 艘

“星際飛船”(Starship)。馬斯

克表示，目標是平均每天發

射3艘“星際飛船”，讓每個

人都能開始火星之旅。

他解釋說，“會讓每個

人都能去，只要他們願意。

沒有錢去火星的人會得到貸

款。”

不足以說服妳離開地

球？馬斯克還承諾說，“火

星上會有很多工作。”

馬斯克表示，SpaceX“星

際飛船”將能夠同時搭載100

人和100噸貨物。據報道，他

沒有具體說明將攜帶什麼去

火星，但大量的食物、水、

建築材料、工具和先進的生

命支持系統將被提供。因此

，他認為，需要壹個完整的

星際艦隊來建立壹個永久的

定居點。

據稱，地球和火星之間

的距離大約每隔25個月就會

達到最近，這期間從地球飛

往火星成功率會更高。馬斯

克表示，他將利用這壹機會

，“將火星艦隊送入軌道”

，飛向火星。

如何避免執勤時與家犬“爭執”？
美國警方新增培訓

柏林峰會邁出解決利比亞問題“積極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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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的 「通烏門」
指控又有新內情曝光，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在
即將出版的新書中透露，川普曾想要扣住對烏
克蘭的軍事援助，以逼使對方交出有關民主黨
前副總統拜登的調查資料。波頓本是民主黨欲
傳喚的彈劾案關鍵證人之一，而其新書內容曝
光後，也引爆共和黨參議員倒戈支持傳喚新證
人的危機。

27日，川普的律師團隊在參議院展開第二
天的彈劾案辯護陳述，不料，《紐約時報》趕
在此前爆出新聞，指遭白宮阻止作供的波頓在
預定 3 月 17 日出版的新書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暫譯《白宮
回憶錄》）書稿中，聲稱川普曾親口告訴他，
除非烏克蘭調查其政治對手拜登及其子韓特在
該國涉嫌的貪腐案件，否則就凍結對烏克蘭的
3.91億美元軍援，並取消兩國總統的會面。

波頓在新書中稱，自己曾與國務卿蓬佩奧
及國防部長艾思博多次促川普發放烏克蘭軍援
，但川普拒絕；到了去年8月，川普向波頓說
，除非烏克蘭提供拜登和希拉蕊支持者的調查
資料，才會發放軍援。新書又指，蓬佩奧還曾

私下承認，川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指控時任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尤凡諾維契腐敗並無根據。

川普總統則在推特上駁斥說， 「我從未告
訴波頓對烏克蘭的援助與調查包括拜登父子在
內的民主黨人有關，」 「事實上，在他被開除
時，他從未抱怨過這一點。如果波頓這麼說了
，那只是為了促銷書。」

然而，部分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卻改變立場
，開始評估是否需要傳喚證人作供。參議員羅
姆尼稱，取得足夠共和黨議員支持的機會已增
加，傳喚新證人愈來愈有可能成事。連向來高
調為川普辯護的資深參議員葛蘭姆亦支持發出
傳票，取得波頓書稿，雖然他同時聲稱拜登父
子也該被傳喚。民主黨再次呼籲讓波頓出席作
證，指他 「有重要訊息」。但先前民主黨曾拒
「交換證人」之議。 川普的辯護團隊27日在

參議院彈劾審訊中進行辯護陳詞時，則對《紐
約時報》的報導充耳不聞，把焦點放在烏克蘭
的貪汙問題。川普代表團隊的一大要員、哈佛
大學憲法教授德紹維茲則聲言，即便波頓的指
控屬實，也不會合理化對川普的罷免。

川普想扣軍援查拜登 彈劾案生波

（綜合報導）美國空軍一架有 「空中WiFi
」之稱的E-11A周一墜毀阿富汗東部加茲尼省
（Ghazni），國防部官員證實，已尋獲屍體，
並正在確認他們的身分。

據路透與CBS新聞網28日報導，加茲尼省
警察局長瓦達克（Khalid Wardak）說，按照他
們所獲得的情報顯示，有4具屍體，雖有2人生
還，但卻失蹤了。

美軍雖承認一架E-11A墜毀，但駁斥了阿
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所謂軍機是被
他們擊落的說法。周二稍早，阿富汗部隊為了
設法抵達墜機地點，而與控制當地的塔利班民
兵爆發衝突。美國官員說，E-11A在墜機前不
久，駕駛曾通報緊急狀況。後來美國直升機連
夜趕赴事故現場，終於取回兩具屍體。

另一方面，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Zabi-
ullah Mujahid）說，阿富汗部隊在美軍支援下，
試圖攻佔墜機地點附近的地區，而和他們爆發
衝突。不過，他們雖擊退了對方，但會讓救援
隊取回屍體。 「塔利班地面戰士數過，」他說
， 「美國飛機墜毀現場有6具屍體。」此外，

他並指出，可能還有更多屍體，但由於大火把
一切都化為灰燼，塔利班無法確定。

相對的，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說，當時機
上只有不到5個人，而有一名官員說，初步資
料顯示，機上至少有兩個人。

E-11A 是 先 進 「戰 場 空 中 通 信 節 點 」
（Battlefield Airborne Communications Node，
BACN）平台，機上都是尖端電子裝備，在美
軍取回機上人員屍體後，如今最大的考量，就
是要如何保護機上所有的技術裝備。

多山的加茲尼省位於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
（Hindu Kush）山腳，冬季氣候嚴寒。要求匿
名的美國國防部官員說，他們數度設法找回屍
體，但受到地勢和氣候阻礙。不過，五角大廈
拒絕置評。瓦達克說，就在傳出美國軍機墜毀
的消息後，安全部隊隨即趕往當地，但卻遭到
塔利班民兵伏擊。

美國正和塔利班談判，想要結束長達18年
的阿富汗戰爭。自從2001年9月11日的恐攻引
發美國攻打阿富汗以來，美方深陷戰爭泥淖，
而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一直想要脫身。

4死2失蹤 美軍機墜毀阿富汗原因成謎
（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針對川普總統的彈劾審判，本是一齣結局早可預知的戲，不料就在

關鍵時刻，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的書稿內容流出，為此投下了重大變數。共和黨原想速戰速決，
盡快終結彈劾審判，因此拒絕傳喚新證人，但現在其如意算盤有可能打不響了，而川普2月4日將
發表國情咨文，屆時也很可能要在背負著彈劾汙名的窘況下登場。

因礙於白宮以涉及機密為由封鎖證據，且不許包括波頓等多名重量級前任及現任官員出席眾
議院作證，民主黨對川普的 「通烏門」濫權指控，較欠缺第一手資訊，主要只能透過旁證推斷。
波頓的新書則顯示，他掌握通烏門來龍去脈，這無疑是對民主黨送大禮，倘他出面作證，將令指
控更加有力。而今共和黨若再阻礙傳喚證人，也只會招來此地無銀之譏，恐被迫同意民主黨要求
。

至今共和黨一直在參院幫川普護航不遺餘力，有一大原因是，許多黨籍參議員今年底競選連
任時還得靠川普的死忠粉絲支持，尤其是在南方及中西部的 「紅色州」。波頓的書稿曝光後，部
分溫和派參議員則開始轉向支持傳喚新證人作證，這些參議員之中包括準備退休者，以及競選連
任時料將面臨民主黨強力挑戰者，他們不必定要買川普的帳。

川普律師團隊28日將完成3天的辯護陳詞，預料參院31日開始辯論傳喚證人一事，若遭否決
，彈劾審判隨即會有判決。由於共和黨人在參院過半，要想將川普定罪並罷免，民主黨得能說服
至少20位共和黨籍議員倒戈（以達2/3多數），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可是，若要以新證人、證
據的出現，讓最快能在本周結束的彈劾審判再拖下去，民主黨只需4位共和黨議員支持即可（簡單
多數決）。

萬一傳喚新證人一事獲參院通過，彈劾審判便會變得更不可預測。而川普原定2月4日發表國
情咨文，屆時很可能要在彈劾汙名未除的情形下，登上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講台。

速戰速決難了 共和黨算盤難打

（綜合報導）美國南方阿拉巴馬州斯科茨波羅鎮（Scottsboro）消防局長尼克勞斯今天表示，
停靠在甘特斯維爾湖岸碼頭的數艘船隻昨天深夜起火，至少造成8人死亡，另有7人送醫。

人口1萬4000人的斯科茨波羅緊鄰甘特斯維爾湖（Guntersville Lake）。這起位於傑克遜郡公
園（Jackson County Park）休閒區碼頭的大火，約從昨天午夜延燒至今天凌晨，共有35艘船付之
一炬。

尼克勞斯（Gene Necklaus）今天表示： 「目前我能證實8人死亡。」由於他稍早曾說有8人
失蹤，和目前證實的死亡人數相同，對此尼克勞斯表示： 「這不代表搜救工作已結束。」

尼克勞斯還說，火災現場破壞程度是他歷來罕見。火災發生時，有些人跳入水中逃生，有些
人躲到其他船上避難。 「7人從水中救起送往醫院，他們目前狀況全都穩定。」

（綜合報導）美國職籃NBA退役球星布萊
恩（Kobe Bryant）搭乘私人直升機失事身亡，
享年 41 歲。他與次女吉安娜（Gianna Bryant）
、駕駛等一共9人全數罹難，消息一出震驚球員
和全球的球迷，目前只找到3人遺體。根據現場
醫療人員表示，由於高速墜毀，讓Kobe的屍體
很難完整辨認出來！

根據《TMZ》報導，失事的這架 S-76B 直
升機上沒有配備黑盒子，不過有一台 iPad 追蹤
了飛行路線。從現場勘驗結果， Kobe座機失事
墜落時的時速，高達每小時296公里。飛機墜落
後火勢引燃附近草地，加上救援團隊無法第一
時間抵達，遺體收集與辨認難度增高，包括
Kobe的遺體在內，很難完整辨認。

有資深駕駛透過飛行資料指出，當時洛杉
磯地區起了濃霧，的直升機駕駛不得不在市區
附近盤旋近15分鐘，最後決定返航，但有飛行
員表示，他們不能理解為何駕駛當時在如此天
候狀況，還以近時速300公里的速度飛行。

Kobe 父 女 原 先 是 要 往 參 賽 地 點 千 橡
（Thousand Oaks）飛去，但飛至卡拉巴薩斯地
區時，能見度變零。據了解，洛杉磯市警局當
時已因濃霧停飛所有警用直升機。

另有資深飛行員表示很困惑，因為這台直
升機的駕駛左巴揚（Ara Zobayan），經驗相當
老道，甚至還擔任飛行教練，應該十分熟悉事
故地點地形，沒想到還是釀成這起悲劇發生。

Kobe墜機事件尋獲3遺體 直升機以高速直衝

美阿拉巴馬州湖濱碼頭大火 至少8死7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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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距離造成36人遇難、33人受

傷的日本京都動畫縱火殺人案案發已逾半年

。當天從早晨起，就有來自日本國內外的京

都動畫粉絲等人自發來到案發現場，雙手合

十悼念遇難者。

據報道，坐落於住宅區、成為眾多作品

誕生搖籃的京都動畫第壹工作室是壹座三層

建築，如今已被蓋上保護罩並設置了白色圍

墻。其內部拆除工程已經開始，建築本身的

拆除將於近期啟動。

當天，來自日本愛知縣岡崎市的公司職

員林昌克氣憤地表示，“想要在拆除之前來

這裏悼念。嫌疑人所做的幾乎就是無差別恐

怖襲擊！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事，我的心情

已經不能用憤怒來表達，只能為遇難的員工

們祈福。”

報道稱，日本京都府介紹，其開設的專

用賬戶加上從京都動畫賬戶移交過來的部分

，共收到來自日本國內外約33.4億日元的捐

款。京都府表示，今後會將捐款全額轉交給

遺屬和受傷者。目前，京都府已經設立了由

律師和醫生等組成的委員會，正在討論分配

標準。

當地時間2019年7月18日上午，位於日

本京都市伏見區的京都動畫第壹工作室遭人

放火，共造成36人死亡，33人不同程度受

傷。

2020年1月7日，日本京都動畫第壹工

作室拆除工程正式開始，整個工程預計將持

續3個月左右。

又是波音！
日航壹架客機起飛前駕駛室擋風玻璃開裂

綜合報導 日本航空壹

架計劃由日本成田飛往中國

上海的波音787客機，在起

飛滑行階段，駕駛室擋風玻

璃突然開裂，起飛被緊急取

消。

據日本航空稱，這架客

機當時正在起飛滑行階段

，時速已經達到了 55千米

每小時。此時，駕駛室的

擋風玻璃突然出現裂紋，

該飛機隨即中止了起飛，

機上機組人員和乘客共 79

人均未受傷。

據報道，客機在返回停

機坪後，發現駕駛室機長座

位正面的擋風玻璃出現了網

狀裂紋。

據介紹，該機乘客在事

發後已經換成另壹架飛機出

發前往目的地。

日本航空表示，“目前

正在就原因進行調查，並會

進行妥善處理”。

東京奧運臨近
日本將比賽場館定位為5G重點建設區域

綜合報導 為迎接東京奧運會，日本

東京都政府將奧運會比賽場館定位為5G

重點建設區域，目前正加速推進相關基

礎設施的建設。

據報道，日本國內計劃於2020年春

季開始，正式開始推行5G相關服務。目

前，東京都政府已將東京奧運比賽場館

及附近地區定位為5G重點建設區域，在

督促日本大型通訊公司進行5G天線搭建

工程的同時，也正積極開展設置咨詢窗

口等相關工作。

據介紹，東京都政府還擬在奧運會

期間，在東京代代木公園的直播會場也

導入5G信號，運用於安保的同時，也積

極考慮能讓觀眾活用5G技術觀看比賽。

此外，為了提高通信條件，東京都

政府正積極建設無線網絡覆蓋網，力求

於大會前在東京都內的比賽會場與車站

間的區域實現無線全覆蓋，完成所謂

“最後壹裏路”。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曾對東京奧

運會多次表態，稱，“1964年的東京奧

運會前，(日本)完成了新幹線及首都高

速公路等重大工程，由此帶動了日本高

度經濟成長；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相

較於上壹次建設‘看得見的道路’，東

京政府希望在東京各地留下像5G建設這

樣看不見的‘電波之路’，以作為成熟

都市的遺產。”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將分別於2020

年7月24日至8月9日和2020年8月25日

至9月6日，在日本東京舉行。

樂天創始人去世
韓媒：韓國“創業第壹代”落下帷幕
綜合報導 韓國樂天集團創始人、

名譽會長辛格浩於19日逝世，享年99

歲。韓媒指出，隨著辛格浩的去世，韓

國“創業第壹代企業家”時代正式落下

帷幕。

據報道，辛格浩因健康狀況急劇惡

化，於19日當天住進了韓國峨山醫院

。辛格浩長子、日本樂天控股前副會長

辛東主和次子、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

以及長女、樂天獎學財團理事辛英子等

家屬臨終陪伴。

樂天集團相關人士表示，“前晚，

辛格浩名譽會長的病情突然惡化”。據

韓國《朝鮮日報》報道，辛格浩身份證

上的出生年份為1992年，但實際出生

年齡為1921年，享年99歲。

韓媒稱，辛格浩是橫跨韓國和日本

，在食品、流通、旅遊、石油化學等領

域創建大企業的白手起家型企業家。

隨著辛格浩的去世，已故三星創始人

李秉喆、現代創始人鄭周永、

LG創始人具仁會、SK創始人

崔鐘賢等領導韓國財界的“創

業第壹代企業家”時代，正式

落下帷幕。

樂天集團方面表示，靈堂

將設在首爾峨山醫院，葬禮等

相關程序正在討論當中。

樂天集團被視為韓國“商

業巨頭”，業務涉房地產、酒

店、百貨等多領域。最早由旅日韓僑辛

格浩在日本創立。1965年，韓日邦交正

常化後，辛格浩於1967年在韓國成立

樂天制果公司，逐漸壯大為今天的韓國

樂天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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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杜德是一名演员兼制片人。因

为是混血儿的原因，他已经习惯了种种

对于他中国血统的种族歧视，包括在约

会时的种种困难。

但是有一次受挫的经历还是让他印

象深刻。

那天晚上，他的约会伴侣大部分时

间都在他身边，俩个人相处地很不错。

互相开玩笑的时候，女孩还夸他的笑容

好看。

“但一切突然就变了。她问我是不

是拉丁裔，我告诉她我不是，一半白人

血统，一半中国血统。”

杜德说，“她突然开始疏远我，我

们再调情的时候，她说她的感觉变了。

”

杜德当时直接了当地问他，她的态

度反差这么大是不是因为他是亚裔的关

系。对方尴尬地否认，但是杜德认为还

是有关系。“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菜‘，但他确实因为听到我是亚裔后

，态度变化太大了。’’

在美国约会软件上，亚裔男士是什

么样的存在……

杜德的经历对单身亚裔美国人来说

是家常便饭。在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中

，都对亚裔男性抱有成见，认为他们很

柔弱。

美国知名电台主持史蒂夫· 哈维

（曾主持着一档早间广播节目 Steve

Harvey Morning Show）去年在节目中抨

击亚洲男性，足以见得一部分美国人对

这个群体有多不友好。

当时谈到2002年出版的《如何与白

人女子约会:亚洲男人的实用指南》一书

时，这位主持人狂笑起来。他说道，

“这本书只能有一页，‘对不起，你喜

欢亚洲人吗？’，‘不，谢谢。’ ”

当被问及他本人对亚裔男性什么感

觉的时候，他模仿了一个黑人女性——

“我甚至都不喜欢中国菜，孩子。”

虽然哈维的玩笑很损，但却反映出

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虽然亚裔女性在

美国是极受欢迎和被迷恋的对象，亚裔

男性却很难在约会中被“公平对待”。

2014年，交友约会软件OkCupid曾

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亚裔男性在这款应

用上的吸引力不如其他男性。哥伦比亚

大学所做的一项关于快速约会的研究中

也发现，第一次约会之后，亚裔男性最

难获得第二次约会。

到了2018年，有的人甚至会直接说

，“对不起，不要亚洲人。”

旧金山的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妮可•

萧(Nicole Hsiang)经常和第二代和第三代

亚裔美国人打交道，在采访中他告诉

《赫芬顿邮报》，她的客户时常在约会

中怀疑自己不够好。

她说，“约会中被拒绝有时会带来

心理创伤。对很多男性来说，这关乎自

己的‘男子气概’。很多在白人居多环

境中长大的亚洲男性告诉我，把自己与

理想的白人男性相比，他们认为自己没

有吸引力。”

什么样的男性才“性感”呢？美国

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认为符合西方标准的

欧洲面孔才好看(窄窄的鼻梁、大的不是

杏形的眼睛、白的皮肤)，很多人并不知

道亚洲男人的迷人之处。

很多人觉得亚裔男性在约会中受挫

是外貌原因，殊不知即使是男模也无法

在约会中顺风顺水。

模特兼健身教练凯文 · 克莱德

（Kevin Kreider）是一名美籍韩裔，被

一对爱尔兰裔德国人收养。约会软件

Tinder上的经历让他感到非常不开心。

他在采访中表示，“这件事开始伤

害到我的自尊。我知道自己长得不错，

但是在软件上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

是我一再降低了我的标准，后来才收到

一些人打招呼。我意识到前边有很多白

人在‘排队’时，亚裔男性的处境有多

糟糕。

后来，克赖德就不用这些约会软件

了，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伴侣，接触

到了越来越多喜欢他的女孩子。

他说，“我明白了一件事，你必须

接受自己的身份，一个亚洲男性。如果

你自己都不悦纳自己，不去爱自己，怎

么指望别人来接受呢？”

“我们总是吸引着现在和我们相似

，或者为来我们想想成为的人，如果你

一直抱着消极、怨恨的态度，你也只会

吸引这类人，然后你也会慢慢变成这样

的人。”

在婚恋问题上，美国人一直对亚洲

男人抱有偏见。正如《初来乍到》

(Fresh Off the Boat)的作者黄颐铭(Ed-

die Huang)去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

文章中所说，如今的亚裔男性总是带着

“掌握技术、天生服从”的书呆子，

“千百年之内永远不会有机会抢走你的

女孩”，这样那样的标签。

夏威夷杨百翰大学传播学和媒体研

究教授陈昌晃(Chiung Hwang Chen)表示

，早在19世纪，亚洲男性就被大多数白

人描绘成男性气质不明显的“其他人”

。

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

clusion Act of 1882)通过的时候，亚洲

移民被白人视为“人类异类”。陈昌晃

在199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外在形象（他

们大多身形瘦长，穿着丝绸外衣），还

有一个原因是“淘金热”之后他们大部

分从事与服务相关的工作(比如厨师、洗

碗工、洗衣工)。

鲍里斯 · 卡洛夫 (Boris Karloff) 在

1932 年的电影《满洲的面具》 (the

Mask of Fu Manchu)中扮演了带有威胁

性的亚裔角色。

后来的流行文化中，对亚裔男性的

“轻蔑”还是在继续。上世纪70年代之

前，美国电影中的的亚裔男性角色要不

然被描述为“黄祸”，杀死别人，无情

地占有白人女性；要不然就是“无害的

，有点女性化”的角色。

22年后，这位教授如今告诉《赫芬

顿邮报》，她认为现在美国人眼里亚洲

男性的魅力有了提高。现在韩国的音乐

和电视剧在全球拉拢了一大批粉丝，很

多女性喜欢这个样子的男性，很多男孩

子想成为这样的人，总得来说，这是一

个好兆头。

千禧一代可能是在成龙和李连杰的

电影中长大的，但这些人带来的影响更

多是让美国人着迷于功夫，而不是吸引

的女粉丝。但是现在，韩国男明星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亚洲男性这个文化符号。

心理咨询师萧也建议在约会市场中

感到挫败的男性，积极地在美国之外的

电影电视中寻找积极的、迷人的、有自

己特点的男性角色。(我们推荐梁朝伟

2001年的电影《花样年华》）

”为了构建你在约会中的自信，我

建议亚裔美国人寻找传统西方定义之外

的男性魅力，找到自己的男子气概和信

心。”

杜德也表示，不要那么轻易地定义

一个男性。

“虽然现在很多人仍然对亚裔男性

存在刻板印象，很多思想在美国文化中

根深蒂固，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改变，需

要更多公开地讨论这些事，需要让别人

更了解我们。”

在美国约会软件上

亚裔男士是
什么样存在

作者Alina，生活在美国的24岁中

国女留学生。

在美国住了两年了，我已经经历

了许多的第一次，但没有一次比得上

上周经历的那次——我的第一个情人

节。好吧，其实是第一个我也有资格

去庆祝的情人节。

很难想象我的第一个浪漫的日子

不在中国也不是和中国人。但也恰恰

是如此，这个日子变得有趣、有意思

也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朋友们都很惊讶，我已经24

岁了却从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情人节，

但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请在评论

敲1如果你也没有过过情人节）

去年情人节我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因

为自己还单身而难过——当时候到了，

你得到的会超乎你想象。他是对的。

好了，让我们来聊点约会的小事

，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趣事。

开始“那个对话”

在今年情人节之前，我和我男朋

友已经约会了几个月了，我们正处于

“确立关系”的关键点上。我们选了

一次晚餐的时候来了一场正式的谈话

，我们在这段感情中是什么关系已经

该走到哪一步，这次对话也决定了我

们是不是还能一起过情人节了。

为什么美国人确立关系的时候这

么认真呢？

美国人的感情关系份好几种：约

会、随便约约、关系、开放关系、认

真的关系等等。很容易看出也许很多

人都会对他们自己在哪一阶段感到困

惑，同时也不清楚他们的伴侣在哪一

阶段。

为什么情人节很恐怖

情人节给人们压力去解决这些困

惑，也给了人们一个借口去明确他们

的关系。需要两个人都同意他们才能

进入一段正式的关系，这些决定了两

个人是否能一起过情人节。

前几天我在听电台的时候，一个

女孩打进电话哭诉，和他约会的那个

男孩在情人节那天没有带她出去。主

持人说这很正常——男孩和女孩很明

显没有讨论过他们在这段感情中的关

系，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在同一阶段。

所以她成了伤心的那一个。

我的几个美国朋友告诉我，他们

宁愿自己一个人过情人节，即使他们

的确在和某人约会。为什么？因为他

们还不确定是否把这段约会进行到下

一步，而他们也不愿意给伴侣造成误

会。

我的情人节

我的情况是，我和我的男朋友都

很小心没出什么笑话。我们借情人节

来确立我们的关系，我们有了一个美

妙的海滩情人节约会。

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

只有一种关系。你俩要么是男女朋友

，要么是纯朋友，根本没机会让你困

惑。换句话说，到了情人节，你俩要

么是肯定一起过，要么是想都别想，

根本不需要讨论。

总的来说，美国人对约会这件事

是小心的不能再小心了。有时需要花

很长时间从一段浪漫的关系进行到正

式的男女朋友关系。有时也有可能不

发生。对我们来说要注意和外国人约

会时的不同阶段，也许有些看起来很

荒谬（像开放关系）。但关键是任何

事情都是可以谈的，开放的交流才是

美国人的方式。

约会≠男女朋友？
美国人是怎样确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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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到现在我一直无业。快34

岁的人了，这些年，零散做过好几份

工作，时间都不长，频频进入待业状

态。这次应该是最长的，三年左右。

闲在家的时间里，要么在家里打

游戏看书，要么出去漂一阵子，去别

的城市见见朋友。去年去了上海、北

京、杭州、苏州、开封这些地方晃悠

，今年哪也没去。

去年年底，我和家里人说我要和

两个朋友合伙创业，得出来租房，在

汉阳租了一间三室一厅。当时同住的

朋友小罗和A姐也都是奇人，小罗一直

是自由职业，有收入来源；A姐是朋友

去支教期间认识的，合租前确实想创

业开个咖啡店，考察一番后发现是个

赔本生意，转而老老实实上班。

我们管这个合租房叫“废物中心

”，时不时有天南海北的朋友过来玩

，搞搞聚会，十分快活。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啃老，每个月正常来说五千生

活费，先用花呗，到了还款期得还款

吧，不还就要上征信，我妈就给我打

钱。买买游戏，抽烟喝酒吃饭买书。

即使如此，我对朋友产生的影响

还是积极的。我很少和人翻脸，做事

算是勤快，小罗之前很懒，很宅，在

谈天时我建议他重视一下情商，他确

实听了我的建议，合租时有些打扫、

做饭洗碗的规则，说起来都是小事，

其实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问题，慢慢

地，这些一起住的朋友都变勤快了。

我们这个“废物中心”，大概比很多

人的出租屋要整洁。

高一的时候我就辍学了，原因说

出来好像有点丢人。我读的是一所技

校和高中混合的学校，上学第一年，

我觉得隔壁班有个姑娘长得蛮好看的

，但是她这个人很“危险”，总和高

二高三的男生混在一起，后来那个班

的男生来警告我，要我离她远一点，

我没当回事，结果他们一伙7个人把我

堵在班上打了一顿。

事后，我还去医院验了伤，没什

么毛病，但我索性就装病不去了。

从学校溜出来时我16岁，当时的

舅妈介绍我进了一家诈骗公司，在六

渡桥的一个老院子里。工作内容就是

打电话给酒店、饭馆等经营场所，说

我们这有个项目，可以在武汉市各大

热门景点和商场投放“新型地图机”

，宣传你们门店的电话和地址，更高

级的套餐可以展示视频和图片。就像

现在的大众点评一样，在2002年，这

样的项目听起来蛮诱人的。

这个项目当然是假的。软件做出

来了，但只能在电脑上演示，机器只

是一个壳。我们晚上在商场门口摆出

机器的空壳，安排几个同事在旁边假

装路人，打点光线，就像白天一样，

这样拍几张假照片骗客户说我们的机

器已经投放了。然后我们再带着笔记

本电脑给客户演示如何操作。投放的

最低标准是2000元，封顶14000元。

很多同事都拉到业务了，就我没

有。我坐在那打了两个月电话，太怂

了，话都不敢跟别人讲。老板给我发

了四百块钱，说你回去算了，你不适

合做这个。

第一份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待业

中的我每天主要在网吧打游戏，也自

己写点东西，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内容

平台，我把写的东西发在一个游戏论

坛上。当时有人指责我抄袭，后来发

现是猫扑上一个帖子抄袭了我，还挺

火的。我发现猫扑是个更好的平台，

就开始在上面发布零散的小说。直到

写了《变态少男单身日记》系列，在

论坛开始有那么一部分人注意到我，

也有网络小说猎头联系我聊出书事宜

。

后来我去当兵了，出实体书的事

暂时没了下文。起先是我爸骗我去做

了个体检，有天早上我一觉睡醒，我

爸说，被子已经给我领回来打包好了

，然后把我送上了一辆大巴。

在部队的第一年，打篮球的时候

受伤了，不可描述部位肿得像个椰子

，于是我去卫生队住了一年。第二年

归队，指导员自然看我不顺眼，过了

一年生不如死的日子。

退伍回家之后，我21岁，感觉人

生才刚开始。正儿八经谈了个女朋友

，在大学扎堆的城中村租了个房，每

天就是吃喝玩乐。

谈恋爱的同时，我在一所培训学

校考了个平面设计师资格证。学校后

来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在汉口边缘

地带的某个餐具印刷工厂。工厂原本

的设计师要回老家结婚，他培训了我

两个小时我就上岗了。那个冬天正遭

遇雪灾，我每天转两趟公交，还要穿

过农田才能到工厂。年后，工厂搬到

更远的地方，我没再干了，但老板拖

着我这两个月的工资不给。我去找他

要钱，老板说小向我给你算个账，迟

到两小时以上就算旷工，旷工一天扣

三天工资，算下来你还要给我钱。

我一听就上火了，想打他。想想

还是算了，好几个保安盯着我，好汉

不吃眼前亏。

回去我跟学校反映这件事，学校

也没给我要回来那五十多天的工资，

又给我安排了份新工作，稍微近点，

在汉正街附近的小印刷作坊。主管是

个外地人，把轻松的工作都留给自己

的老乡做，把老板亲戚朋友那些不给

钱又麻烦的活派给我，比如设计菜单

什么的，改来改去要做半个月。底薪

很低，只有四百块钱，主要按单量算

提成。主管这么一安排，我一个月只

能做十几单，别人都是一两百单。

主管过生日的时候在卡拉OK聚会

，非要拉我去。在那里他说，我不是

欺负你，你要是愿意给我表个忠心，

我就带你玩，不愿意的话你自己看着

办。我当然不是非这份工作不可，但

我还是跟他喝了一杯，说，行，你是

大哥。他以为我是表忠心呢，第二天

我就辞了职。

这下子我又闲了很久，写作也停

止了一段时间。我整理自己的稿件，

发现已经写了差不多六十万字的东西

，挑挑拣拣做了个集子，想找出版社

出版，一个做过出版的朋友说找个书

号就行。最终我私印了200本集子，叫

做《酷纸饭川白话集》，半卖半送，

没赔钱。

后来那位做过出版的朋友邀请我

加入他的新创业公司做手游。同年我

又做了本新书，还是私印，叫《酷纸

饭川粗选集》，这次印了2000本，网

上陌生的朋友们比较捧场，很快收回

了成本。微博上的宣传语是，“不要

等一个作家死了才买他的书，也许他

活着的时候也很缺钱。”卖了一阵子

之后，我觉得自产自销好累，并且有

种很羞耻的感觉，就没卖了。剩下的

一批今年年初又拿出来卖完了。

在手游公司工作期间，我在微博

上发了个征友帖，被几个粉丝比较多

的朋友转发了，来了一百多个女生应

征。和其中一位在长沙读大学的昆明

妹妹聊得火热，很快我心血来潮去长

沙找她，顺理成章地谈上了恋爱。那

正是她毕业前，毕业后她来武汉找我

，我们住在一起，又快快活活谈了三

个月恋爱，妹妹的爸妈打电话催她回

家工作，我留不住她，也没想过跟她

去昆明，于是含泪分手。妹妹是个乖

乖女，趁着毕业做了两件自认为比较

大胆的事，一是染了紫色头发，二是

和我网恋，青春无悔。

戏剧性的是分手不久我就被车撞

了，私家车撞上了我坐的“摩的”，

盆骨骨折，在家养了十个月伤，手游

公司也在这个

时期关张。

伤养好后

，之前做手游

的那位朋友介

绍我认识了联

邦走马的创始

人恶鸟，建议

我去恶鸟的公

司试试看。被

录用后，我的

岗位是编辑，

在恶鸟参与的

另一家公司。

公司刚起

步，还在集思

广益的时期，

我提出的想法

大多派不上什

么用场，工作

重心就转移到

联邦走马这边

。具体的工作

内容其实也没

什么，大部分

时间都在公司

的沙发上读书

、谈话。我对

恶鸟说觉得自

己起不了什么

作用，就此辞

职。

辞职后我

没有离开杭州

，结识了一群

拍影片的朋友

。他们觉得我

写的小说很有

意思，可以当

作剧本素材，

我们成立了一

个团队开干。

第一部片子还

没拍成，我妈

的电话打来了

，大意是说她

病了，命令我

必须回家。回

家后，发现我

妈确实是病了

，需要治疗一

段时间。但另

一方面，她看

我不在武汉就

不舒服，也是

事实。

回来一晃又是一年，我爸把我弄

到他的单位里打杂，政府单位，非正

式编制。我做的事基本上就是给人背

锅，太尴尬了，连辞职都没提我就跑

路了。朋友介绍我去北京一家做植发

的公司写新媒体文章，我有点不学无

术，看不进去那些科普类知识，写了

很多跟头发有关的段子和趣闻，出了

些爆款，但一半以上的产出也达不到

KPI。此时我妈再次把我召唤回家，离

职回家后在家继续给前司写微信推送

，写了快一年，直到朋友离职。那真

是一段工作轻松又收入稳定的好时光

。

然而，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份工作

。

保守估计，我有六千多本书，没

事时就翻书。实际真正读完的也就一

千多本，有些觉得不对路子的，拆开

塑封翻一下就暂且放着了。就像去餐

馆吃饭，点了一道菜觉得不好吃，最

多不吃，也不会立马想着退钱吧？

这些年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同

时在写点东西，朋友们基本也是因为

写作而结识。开始写的契机是初中时

作文写得好，老师上课前念我的文章

，同学特别喜欢听。从那个时候起我

脑子很少有停滞的时候，有时是周围

的事情，有时候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幻

想。

也有很多姑娘因为喜欢我在网上

发的那些作品，想和我认识，她们之

中有些人和我接触之后表示失望，觉

得和自己期望的形象差得太远，这不

是找茬吗？还有的人喜欢在网络上调

查一个人的底细，分分钟对人下判断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活着，就不

需要简介。与其在我的作品里产生一

些幻想，不如直接来认识我。

我现在一年还没有以前一天写

得多了，主要是以前确实有诉求，

想出名，想用写字换钱。美梦做了

太多，一次又一次落空。二十几岁

的时候写完一篇文章就觉得自己很

牛逼，想着我现在去睡一觉，醒来

我就红了。现在我的心态变了，没

那么大的功利心，现在写作对我来

说是娱乐性的。 刚才，我做了一

个梦。梦到我和两个小学同学吃饭

，其中一个是我小时候暗恋的对象

，在梦里她好像不反感我，但也说

不上喜欢我，我觉得有点机会，正

打算找另一个同学帮我说说，梦就

醒了。醒来我有点惆怅，因为事实

是我的暗恋在第一次同学聚会时就

已经结束了。她小时候那种古灵精

怪的劲儿，长大后没有了，而我自

己也在变。

父母总希望我常伴身边，比起去

外地做一份收入能负担自己开销的工

作，他们更愿意我在离家尽量近的地

方混，夸张一点说，最好就在所居住

的小区当个保安，随叫随到。为此，

他们甚至愿意我就呆在家啃老。我不

抱怨他们，他们对我有爱，要钱给钱

，目前的生活状态算是长期拉锯的结

果。

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点别的事

情，不可能一直啃老，我爸退休了，

家里收入少了些，新房要装修，也要

花一笔钱，收入是着重要考虑的事情

。我想如果我能把之前搁置的出书计

划实现，至少不赔钱就好。我还是能

写的，还能做些其他的事。 这些年，

虽然无业的状态占了一半，我从没排

斥过工作、结婚这些人类社会里会自

然发生的事。有一份能发挥能力的工

作是挺好的，只要别是把人当傻逼、

像个吉祥物一样的工作就行。当然，

不是什么事都能按自己想的来，对未

来我已经不做很大的预判了。

一个大龄“废物”青年的啃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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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开学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

绍的这位新同学，是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的宿管阿姨原梦园，在 2019年的研

究生考试当中，她被广西大学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而她陪

伴孩子一起读书，一起考研经历，也

被网友们直呼“励志”、“开了挂”

。今天是西大新生报道的时间，原梦

园的开学之旅还顺利吗？

9月 8日上午 8:39，从上海开往南

宁的T77次列车顺利抵达，49岁的原梦

园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研究生求学之

旅。一路上得到火车站迎新校友们的

热情指引，原梦园非常兴奋。

原梦园：我也想让家人陪伴，但

实在不行太忙了，他们也是刚开学，

爱人是大学老师，所以说都是一样的

，儿子已经去报到了。

原梦园是河南焦作人，1991 年毕

业于信阳师范学院的生物专业，当过

老师也做过银行职员。2011 年，丈夫

在她的鼓励下，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

作，原梦园也毅然辞职陪伴孩子读书

，还通过了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的专

升本考试。

2017 年，为了陪伴儿子考研，原

梦园背单词、听网课，还选择到家附

近的上海交大做宿管阿姨，以便旁听

课程。每天早上 6:00 起来学习，已经

变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到今天，她

已经坚持了800多天。

原梦园：我儿子挺支持我的，但

是我先生一开始不是特别支持我，这

么大年龄跑这么远来求学，挺苦的，

但是看着我也比较执着于追求这个读

书，然后就支持我了，给我承担学费

，给我一些鼓励。终于步入梦寐以求

的大学，感谢西大的开放包容。

原梦园：3月面试离开西大的时候

，我想着一定不会录取我的。因为我

年龄太大了，跟那些体力呀，智力啊

，都超强的这些孩子们相比，我认为

我没有任何优势，他们太优秀了。结

果没想到真的录取了，我录取了也是

比较后面的名次，这个也符合我的情

况。所以我说要更加努力了，别无选

择，怕是没有用的，既然上了，就要

努力学。

学习也是成就自我的一种方式，

校园里满是新生的气息，在这里，没

有年龄、学历和背景的限制，只有对

学习的满腔热情。简单的洗漱过后，

原梦园换上平时少有机会穿的连衣裙

、高跟鞋，前往文学院报到，在这里

，她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热情欢迎。

广西大学文学院学生 小蒋：我觉

得这位阿姨就是很亲近啊，跟我们聊

天也就是像同学一样，我觉得就是能

给我们带来很正面的影响，很受鼓舞

。

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以后

我们也可能会考研，这条路会走得更

远。

每个人都在惊讶原梦园的毅力，

但她认为这只是平凡人的坚持，学习

不光是成就了自己作为妈妈的角色，

更是对人生的有益探索。

原梦园：其实我的动力是跟我儿

子一起成长，一开始我就是一个虎妈

，就是揍他，磨蹭啊，不听话，写

作业慢就揍他。后来就发现，把他

揍得就是厌学，就是那种很糟糕的

状态，而且学习成绩很差，我说不

行必须要转变，我自己必须转变。

我就开始报名去参加会计证培训班

啊什么的，就跟他一起，就慢慢地

好像是他成长了一个阶段，我就会

跟着他成长一个阶段。做着做着感

觉到自己也挺有收获的，也挺开心

的，跟他们一起成长，也找到了自

己的潜力，一个人只要心中有目标

，只要去做了，只要够努力，一定

能达到目标。

虽说研一的课程不是很紧张，但

原梦园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划，接

下来她要补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课，

还要抽时间看书、写论文，11月，她

还报名参加了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

原梦园：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想

去当乡村教师志愿者，我没有找工

作的冲动。我要求孩子对社会有用

，我也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是愿意留在广西

一段时间，它既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又是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我觉得跟民族的孩子在一起，会有

不一样的感受。

人生不设限 学习无止境 想从来

不怕晚！

49岁，从宿管阿姨到大学研究生

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年會前瞻

世界經濟論壇 2020 年年會定於

21 日至 24 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在

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遭遇逆流、

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本屆年會期待凝聚全球政商界、學

術界、公民社會等利益攸關方的力

量，共同應對涉及生態、經濟、地

緣政治等領域的挑戰，以實現可持

續發展目標。

凝聚各方力量
本屆年會主題是“凝聚全球力量，

實現可持續發展”。關於設置這壹主題

的初衷，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

席施瓦布此前在媒體吹風會上說：“世

界正處在危急之中，可以采取行動的窗

口期正在迅速關閉……我們需要壹個合

作行動的平臺。”

去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警告，目前人類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的道路上已偏離了軌道。致命沖突、氣

候危機、基於性別的暴力、經濟增長不

平衡、債務不斷上升、全球貿易緊張局

勢加劇等因素都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

現增添了障礙。

施瓦布強調，世界經濟論壇始終堅

持的基本理念是，多數挑戰沒有辦法通

過政府、企業或公民社會任何壹方單獨

解決。世界經濟論壇創立之初就提出

“利益攸關方”理念，致力於推動商界

、政界、公民社會等利益攸關方之間展

開互動。而在50年後的今天，需要重新

聚焦各利益攸關方在應對當下挑戰中所

應承擔的新責任，賦予這壹理念新的意

義。

聚焦多重挑戰
本屆年會將迎來110多個國家的近

3000名與會者，他們將圍繞全球在生態

、經濟、地緣政治等領域的挑戰展開討

論。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總監塞巴

斯蒂安· 布庫普向記者介紹說，應對氣

候變化問題是當下最重要的挑戰之壹

。去年年底，在西班牙馬德裏召開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與會各方未

就《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達成壹致，

為之後全球減排目標的實現增添了變

數。此次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將討論如

何協調經濟發展與減排之間的矛盾，

為集聚各方動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目

標提供助力。

與此同時，經濟挑戰也不容忽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10月將2019年世

界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3%，為2008年國

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水平。世界

銀行也在近期發布的報告中警告，全球

經濟增長前景面臨下行風險。在此背景

下，布庫普說，如何實現可持續的包容

性增長將是本屆年會期間各方討論的重

點。

在地緣政治領域，壹些國家的單邊

主義、孤立主義傾向日益增長，多邊治

理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在本屆年會上，

圍繞多邊主義、全球治理體系等話題的

探討還將繼續。

期待中國作用
布庫普強調，本屆年會上，中國將

在可持續發展、技術和經濟增長這三個

領域的討論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要解決任何壹項挑戰，都不能

缺少中國的引領作用。而中國也確實發

揮了這壹作用。”

在《巴黎協定》的實施可能遇阻的

情況下，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方面

如何發揮引領作用，成為世界關註的焦

點。“中國的全球綠色領導力”也成為

本屆年會分會場的議題之壹。

在技術創新方面，中國也在發揮重

要作用。布庫普說：“過去10年，中國

已經成長為全球技術領軍者。沒有中國

，涉及技術管理和安全等領域的任何問

題都無法解決。”

布庫普還指出，中國是全球經濟

增長的重要引擎之壹，“如果想知道

未來全球增長前景，我們就必須要了

解中國和中國經濟”。本屆年會期間

，與會者將通過“中國經濟展望”和

“中國資本市場新氣象”這兩場會議

，探討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及其對世界

經濟的影響。

邁進決勝年：上海“科創大腦”輻射全球智慧
綜合報導 世界首例生物節律紊亂體細胞克

隆猴模型、中國首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

破冰船、全球首臺兆瓦級高溫超導感應加熱設

備……它們都是 2019 年“上海第壹”的科技創

新成果。

2020年是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

新中心”基本框架的“交卷”之年，上海正加碼打

造“科創大腦”，輻射全球智慧。《2019年度上海

科技創新中心指數報告》顯示，上海科技創新中心

(以下簡稱科創中心)指數達到 281.9，同比增長

10.51%。

上海市浦東新區科技和經濟委員會主任唐石青

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任何產業的引領壹定

是科技、科學的引領，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

壹定是全球領先的。“科創中心不是簡單的擁有技

術，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進步都有必然關系。在今

後，國際競爭越激烈我們在這方面越是要下功夫，

在基礎科研、原始創新上下功夫。”

上海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辦公室副主任侯勁

介紹，上海在科創中心建設過程中通過建設張江實

驗室高水平的創新基地、打造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

施群、深入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三方面提升科創

中心的“策源”功能。

張江科學城作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

創中心核心承載區，也是“策源”功能打造的核心

區。“核心承載區的意思是要在科技創新策源方面

進壹步加大力度，張江近些年建立了很多大科學裝

置，引進了眾多國內外高水平的研發機構和創新中

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張江

管理局副局長付軍對中新社記者說。

在政府不斷推動科創中心建設、打造科創策源

地的過程中，企業也切實感受到“關愛”。ABB(

中國)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李剛告訴中新社記者

：“科創中心建設以後政府提供了很多支持，鼓

勵我們把研發中心放到中國來。去年我們的研發

投入增加20%，近些年來上海的研發團隊也是在

不斷擴張。目前，中國的研發人員比例占總體員

工11%。”

感受到科創環境改變的不只是大型科技企業也

有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小型科技企業。上海市科技企

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胡江波指出，政府減稅降費，

降低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簡化工作流程，給中

小型企業帶來便利。“以前貸款手續要辦理幾個月

，現在最多半個月。資本更便利地流到實體經濟，

為上海科創環境增添活力。”

為了讓科創企業和資本更好對接，科創板並試

點註冊制在2019年也應運而生，為科創企業“本土

花開”提供了有力支撐。胡江波說：“科創板設立

後科創企業資本和科創核心更緊密地結合在壹起。

現在企業的方向感很明確，只要具備核心技術、

人才、商業模式、市場的企業肯定就往科創板方

向走。我們現在扶植的企業中也有幾家正準備上

科創板。”

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在長江三角洲區域壹體化的

背景下也迎來新機遇。唐石青表示：“希望長三角

壹體化在上海號召下，幾個城市合力將長三角這支

面向太平洋、打開市場的箭射得更遠，應該把我們

的輻射力和影響力跟全球經濟體比拼。”

邁進2020年，上海將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框架，未來，在這個框

架下還有更多路要走。

“上海為建設科創中心已經布局了很多重點

項目，但科學項目成為經濟支撐還需要壹個過程

，這對我們來說是更大的挑戰，比建科學設施、

建實驗室要難得多。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智慧，全

社會有更多的認同，合力去實現這些目標。”唐

石青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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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已表態不參加國民黨主席補選，資深媒體人韋安驚呼，
幸好沒選，否則將面臨強力的反彈和內鬥。

韋安在臉書指出，朱立倫不參加補選是對的，這屆黨主席 「殘期」任內，面臨改造。會
得罪萬年中常委和老人門閥，勢必有強力的反彈和內鬥，不死也剩半條命。留得青山在，不
怕沒材燒。現在出來選黨主席，就變成廢材了！

網友卻認為， 「事情還是要有人出來做，大家都知道這補選的過渡黨主席不好做。大家
眼睛都是雪亮的，現在勇於承擔的人，將來台灣人會還給他/她公道。」、 「台灣選民的記憶
很短。朱立倫不爭取這任黨主席的位置，相對而言，也失去表演舞台，不是嗎？」

朱立倫不選國民黨主席 媒體人驚呼

（綜合報導）高雄巿政府原訂1月30日大年初六在四維及鳳山行政中心舉辦109年新春團
拜，但考量因應武漢肺炎防疫，疫情指揮中心已經一級開設，高市府28日晚間宣布，原訂的
2場新春團拜都取消，同時呼籲市民做好自我健維護。

高巿府人事處指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市府已經開設第一級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應變，相關局處也積極投入防疫工作，因此取消原訂30日舉行的2場新春團拜，同
時呼籲市民維護自我健康，除了勤洗手、出入公共場合正確配戴口罩，也應注意居家環境清
潔消毒，如有呼吸道症狀就醫，應確實告知旅遊史，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高市府宣布取消新春團拜

（綜合報導）2020 總統大選，總統蔡英
文連任。2024年總統大選將是新局面，國民
黨、民進黨兩黨由誰出馬角逐大位呢？而被
點名台北市長人選之一的民進黨新科立委高
嘉瑜直言，不會參選市長，稱外界很希望吳
怡農、蔣萬安 「雙帥對決」。網民潑冷水說
，若沒意外，會是賴清德、鄭文燦這些大咖
的舞台，不會輪到吳怡農。

PTT 網民貼文表示，民進黨也該開始考
慮接班問題了，下一任雙北市長會是2024總
統的前哨戰，反正都是不會贏，要看誰輸得
漂亮，誰就有2024出線的資本，所以沒意外
會是賴清德、鄭文燦這些大咖的舞台，不會
輪到吳怡農。到時蔣萬安選市長就會被拱辭
立委，選上了也非辭不可，所以吳怡農專心
準備立委補選比較實在。

另一位網民卻有不同的想法，直指以往
的觀念，只要雙北市長選舉輸得漂亮，就有

選總統的資本，例如陳水扁及蔡英文等兩人
，但這種說法是舊觀念了。現在是誰能爭取
到黨中央的支持，誰就能出線，這跟輸不輸
雙北關係不大。即使六都丟四都，也可以靠
黨中央支持拖到初選逆轉。

該網民認為，國民黨若是由新北市長侯
友宜出馬，就打不倒了，民進黨會由誰來爭
這一席當炮灰呢？再來，台北市長選舉若是
三腳督，民進黨必敗，同樣是炮灰，還可能
會輸得灰頭土臉。台北及新北市長選舉，民
進黨應該會讓年輕人上陣累積經驗。

該網民也分析說，台北及新北市長選舉
，民進黨應該會讓年輕人上陣累積經驗。鄭
文燦的關鍵是在桃園輔選，能不能贏得漂亮
，光贏不夠，輸的話他也不用選總統了；賴
清德在副總統位置上，反而要看他會不會是
2022年全國輔選要角，若是，就是他的鍋！

台北市長選舉高嘉瑜喊雙帥對決 網民潑冷水

（綜合報導）國民黨立委江啟臣宣布參選國
民黨主席補選，他在臉書進行問卷調查，希望能
更了解民意，回應民眾期待，表示 「這是我們最
後一次機會，讓我們一起勇敢一次，不分彼此，
拼了命，也要改變國民黨！」

江啟臣在臉書表示，改選只是一個過程，改
革才是真正大工程，必須現在立刻開始行動，了
解民意是第一步，國民黨的改革需要群策群力，
朱前主席提到的五大領域改造方案，都是社會關
注與期待國民黨的改革目標。

這次參與國民黨主席補選，江啟臣希望能在
黨最艱困的時候站出來，共同扛起國民黨改革再

造的責任，而國民黨及台灣未來，並非一個黨主
席可以改變，需要大家一起參與，如同朱前主席
所言， 「共同承擔，分進合擊」，一定會攜手讓
國民黨、讓台灣更好。

江啟臣的問卷包括民生經濟中哪個最擔憂
（薪資所得、物價花費、國內市場遲緩、房價炒
作、勞工權益、國際市場），在野黨應該更緊盯
政府哪些部分（酬庸的公職任免、民生物價、前
瞻計畫執行進度等），還有國民黨青壯派如何扭
轉黨的困境、2020的台灣能往哪個方向進步，以
及國民黨在哪些方向可以更不一樣。

改革國民黨江啟臣臉書問卷5方向了解民意

（綜合報導）蔡總統以 817 萬票
成功連任，綠委國會過半，綠營二度
完全執政。展望未來4年，兩岸關係
要回溫幾乎是天方夜譚，中共在國際
空間打壓下手只會更狠，不會有鬆手

跡象。
蔡政府第一任期共丟掉 7 個邦交

國，遍地開花的外交戰場，迫使我方
防不勝防。事實上，北京與我剩下的
15友邦多少都有接觸，我方常以 「以

商逼政」、 「大撒幣
」視之，但不少邦交
國是主動求去，畢竟
「中國崛起」後，不

管國際地位及經濟能
量，台灣已無法與大
陸相比擬。也因此，
過往紅黃綠燈指標，

及雙邊高層互訪，已無法再視為邦交
穩固的參考價值。

兩岸關係崩壞，斷交也就成為大
陸最常用來 「懲罰」台灣的手段。
2020大選結果，北京肯定會 「硬的更

硬」，預料520 前大陸極可能再出手
拔我邦交國，不給蔡英文就職演說好
兆頭。

國際組織方面，除蔡政府第一年
受惠前朝提前取得世衛組織（WHO
）大會邀請函，以 「中華台北」名義
參與 WHA，接下來連三年都被排除
在外；至於三年一度的國際民航組織
（ICAO）大會、國際刑警組織（In-
terpol）大會則是連邊都沒摸著。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過 去 幾 年 在
WHA推案，我方訴求 「Health for All
」、 「Taiwan Can Help」，理念相近

國家也力促 「疾病無國界」。如今武
漢肺炎疫情升溫，大陸鄰近國家確診
案例不斷新增，印證疾病確實無國界
，醫療問題不該政治化，健康應是全
體人類的福祉。

今年因武漢肺炎疫情非比往常，
理念相近國家必站出來大聲挺台，北
京如與過去同樣態度阻台參加，恐引
台灣人民反感。日前大陸國台辦曾表
明，已與世衛取得共識，如台灣有需
求，世衛可派人來台協助，並提供一
手訊息。面對疫情升溫，大陸更富彈
性的心態是必要的。

兩岸不回溫 台灣國際路更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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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Project 20-11-03 – RFP /Collection Agency Services – with a deadline of 
10:00 a.m. on Wednesday, February 26, 2020.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Conference Room 2C16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Thursday, February 6, 2020 at 2:00 p.m.
•Project 20-10-11 RFP /Vehicle Up-Fit Installation, Service and Repair – 
with a deadline of 10:00 a.m. on February 11, 2020.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Conference Room 2E06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February 4, 2020 at 10 a.m.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ocated in the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will accept proposals, until the stated date and time dead-
lines,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Level C1

The solicitation for bids is available on the HISD web-site at www.houstonisd.org. 
To access, go to Departments, Purchasing Services, Bid Opportunities. The District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r all proposals, or, to accept the proposal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District.

S02-HISD 休士頓學區B_16

520起，蔡總統即將展開新任期，但 「罷
韓」方興未艾，未來4年中有3年將處於動盪
之局，選後喊出包容、和諧、團結的蔡總統，
尤應思考中止罷韓；息爭、不是為韓，而是穩
定政局，邁出朝野和解的第一步。

罷韓二階連署昨起跑，這場行動既是今年
上半年最重要政治攻防，也被綠營視為2018藍
營 「奪高雄」之恨的終局戰。罷韓成功，綠營
自可望上演王子復仇，在總統、國會全拿後，
再奪回高雄，問題是綠營整碗捧去，真能使台
灣政通人和？

罷韓連署去年史無前例在韓國瑜當選未滿
一年即 「超前部署」，儘管爭議不斷，但中選
會 在 新 任 主 委 李 進 勇 主 導 下 ， 選 擇 接 受
「Wecare高雄」等團體第一階段連署書，創下

日後 「今天當選，明天即可連署罷免」政治惡
例。

蔡總統大勝韓260萬票，光在高雄就贏48
萬票。但這48萬票代表的究竟是反對韓擔任總
統，還是反對其續任市長？值得深思。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認為，蔡總
統絕對有能力阻止罷韓，就看蔡的政治智慧。
然被問到是否呼籲停止罷韓，蔡總統說，這是
民間團體發起，尊重高雄市民決定；這與蔡在
選後呼籲 「把選舉的衝突與對立放下」大相逕
庭，看好戲心態溢於言表。

過去大選結束後，扁前總統曾說選舉結束
是和解的開始，馬也倡議和解共生，唯獨說了
「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蔡總統，4年來並

未展現和解的可能性，連串以轉型正義為名進
行的年改，清算國民黨、婦聯會財產，使階級
對立、藍綠惡鬥不斷加劇。

選前綠營急推反滲透法，選後蔡又 「縱容
」罷韓，台灣政局迄無寧日，對政局安定並無
益處。依中選會推估，罷免案投票時程可能在
5、6月、明年8月又有公投，接著是2022年選
舉，等於接下來3年台灣將處於高度對立衝突
，真能拚施政時間所剩無幾，何況，耗費政治
成本，只為讓高雄倒退回2018年原點，於全民
何利之有？

選後真團結 朝野才能大和解

（綜合報導）針對武漢疫情問題，副總統
當選人賴清德今（28）日受訪表示，台灣跟國
際社會一起幫助大陸防治疫情，也等於幫助台
灣也幫助國際社會，這原則其實很清楚。他說
，台灣跟大陸只有一水之隔，若大陸疫情擴散
，台灣一定會受影響，站在防疫基本原則，疫
情源頭一定要控制住。

有網友在自己的臉書粉絲頁《文翔論政》
中指出，賴清德的話講出了高度。因為台灣向
來以民主自豪，國際上也積極參與人道工作，
如果台灣伸出援手，對岸人民會記得，他們的

新一代會記得，當時出手幫忙的是台灣人！台
灣自詡為民主燈塔，也一直以民主制度自豪，
這不是展現我們的制度優良的好機會嗎？

網友認為，行政院只要講確保國內所有人
都能取得足量口罩不就好了？禁止出口口罩算
啥功德政策要拿來宣傳？整件事都鬧劇，幼稚
園一樣。

如果忘了人道使命，也忘了如果全大陸都
變成疫區，台灣距離大陸也不遠，唇亡齒寒，
豈是我們可以笑看對岸的理由？

賴清德一番話 網友：講出了高度
（綜合報導）歌手范瑋琪因政府宣布口罩停

止出口1個月，竟在私人臉書爆粗口開罵行政院
長蘇貞昌是 「狗官」，還批判 「我他媽的有聽錯
嗎？什麼時候了！！王八蛋（都）不會這麼泯滅
人性！都什麼時候了！！」，晚間蘇貞昌在臉書
粉專表示， 「政府官員的職責，是守護這個國家
的人民」。

范瑋琪27日在私人臉書上寫下， 「我們的行
政院長竟然禁止口罩出口一個月，這是一件多麼
低俗、沒人格的臭流氓行為。我他媽的有聽錯嗎
？這個狗官算是個人嗎？都什麼時候了！王八蛋

不會這麼泯滅人性！都什麼時候了！我希望我聽
到的這新聞是假消息...」。好友大小S姊妹甚至
還主動捐口罩到武漢，都讓台灣網友相當氣憤。

雖然范瑋琪已在今（28）日道歉，但面對民
眾買不到口罩的狀況，行政院長蘇貞昌發文強調
， 「政府官員的職責，是守護這個國家的人民。
防疫視同作戰，政策措施難免造成生活不便，也
請多體諒。」並表示年節期間，口罩生產也已協
調廠商加緊趕工，就是希望台灣民眾生活一切如
常，不要陷入恐慌。

被范瑋琪罵 「狗官」 蘇貞昌一句話嗆爆她

（綜合報導）日前有保警在臉書貼文，表示有入境旅客故意
對支援檢疫員警咳嗽，以及健康聲明卡填寫的內容不實狀況。衛
福部長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28日下午再度巡
視桃園機場防疫作為，當場也指示保警及檢疫官，嚴格執行公權
力，把不配合檢疫作業的旅客抓起來依法處理。

陳時中 28 日下午抵達桃園機場
第 2 航廈後，由機場防疫單位陪
同，直接到C4空橋門口，了解保
一總隊員警支援疾管署檢疫官，

在空橋門口收取旅客入境健康聲明表作業情形。
陳時中在班機停妥旅客下機時，在登機門看觀看保警及檢疫

官執勤情形，確認有逐一檢視審查旅客健康聲明卡內容，沒有異
常的旅客才放行經過入境長廊通關，有疑慮的旅客則暫時留置，
稍後帶到發燒篩檢站進一步篩檢過濾。由於檢視需要幾秒鐘的時

間，下機旅客隊伍回堵至機門口，不過旅客都配合防疫作業。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陳時中在春節連假前多就曾多次到桃

園機場督導防疫作業，28日視察桃機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這次
到桃園機場主要是了解第一線防疫工作是否落實，並慰勉、鼓勵
辛苦的防疫同仁。

由於前幾天第一線檢疫作業發生一些狀況，28日他特別再來
確定一下是否還有類似情況，並要求站在第一線的防疫同仁嚴格
執行檢疫規定，若有旅客不配合，一律抓起來依法處理。他要強
調防疫不能當兒戲，要嚴密把關避免有任何漏洞。

陳時中視察桃機 強調防疫不能當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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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 的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Chinatown 中國城

蒂凱佳苑
 Grand West Condos

FUTURE DEVELOPMENT
FUTURE DEVELOPMENT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 Tel:346-998-8000 

Tel: 713-630-8000

WWW.GRANDWESTCONDOS.COM
安 居 . 度 假 . 投 資 . 短 租

蒂凱佳苑 Grand West Residential Condos 
@University Center, Katy

安 居 . 度 假 . 投 資 . 短 租

Email :  Josiel inteam@gmail .comWWW.UNITED888.COM 服務熱線 :  (713)  630-8000

國際第一品牌  ．  全方位的服務  ．  讓您安心置業

RE/MAX Houston 休斯頓商業地產第⼀名JOSIE LIN CCIM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  C C I M

RE/MAX Texas Statewide 德州前⼗強

商業.住宅.地產開發.投資項目.物業管理

聯禾地產

休斯頓華人新生活圈
凱蒂⼤學城 UNIVERSITY CENTER, KATY
休斯頓華人新生活圈
凱蒂⼤學城 UNIVERSITY CENTER, KATY

食衣住行育樂

聯⽲地產負責⼈ /千萬美元資深經紀

有限店鋪,
無限商機!
先機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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